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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
Kiddiel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股份代號：383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童園」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以及二零二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24,604 171,897
銷售成本 6 (137,984) (155,274)

  

（毛損）╱毛利 (13,380) 16,623

其他收入 469 45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730 (1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1,670)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7,051) (4,131)
行政開支 6 (17,859) (14,921)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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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35,077) (3,328)

財務收入 9 16
財務開支 (679) (287)

  

財務成本淨額 (670) (271)
  

除稅前虧損 (35,747) (3,599)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699) 285

  

期內虧損 (37,446) (3,314)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2,119) 51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2,119) 51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9,565) (2,79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6,189) (3,314)
非控股權益 (1,257) –

  

(37,446) (3,314)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7,886) (2,797)
非控股權益 (1,679) –

  

(39,565) (2,797)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
 每股虧損（以每股港仙表示）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8 (3.6) (0.3)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8,458 12,472
使用權資產 7,582 11,247
無形資產 8,377 13,433
遞延所得稅資產 9,658 11,357
按金及預付款項 765 830  

34,840 49,339  

流動資產
存貨 23,786 93,423
應收貿易款項 10 20,173 18,26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344 10,415
可收回所得稅 1,336 1,336
現金及銀行結餘 7,036 8,643  

60,675 132,077  

資產總值 95,515 181,4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100,000 100,000
其他儲備 6,242 6,242
匯兌儲備 (317) 1,380
累計虧損 (57,189) (21,000)  

48,736 86,622
非控股權益 5,593 7,272  

權益總額 54,329 9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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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07 6,780  

4,707 6,780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3,442 44,624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1,648 14,28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736 14,666
合約負債 9,546 2,530
租賃負債 3,107 4,642  

36,479 80,742  

負債總額 41,186 87,522  

權益及負債總額 95,515 1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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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本集團一般資料

童園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塑膠玩具
產品以及實驗室設備。

除另有註明者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其應與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
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一併閱讀。年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年報所述者一致。

(a) 本集團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一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使用，並與其業務有關：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適用範圍較窄之修訂

香港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下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期間
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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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下列為並非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且本集團並未提早
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改進及詮釋：

於以下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修訂本）

遞延法屆滿日期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修訂本）

作出重要性判斷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
 錯誤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
 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有待釐定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 包含按要求
 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
 借款人分類

當實體應用負債
分類為流動或
非流動 — 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時

預計上述對現有準則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
大影響。

4 估計

管理層須就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對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呈報的資產及負債、
收入及支出金額構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
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年報所應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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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獲識別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
定期評估本集團的表現及分配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投資並展開一項與製造及銷售中小學實驗室設備相
關的新業務。於投資後，本集團從事兩個經營分部，即玩具業務及實驗室設備業務。主要
營運決策者根據經營業績的計量來評估業務表現。由於本集團資源已整合，向主要營運
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著眼於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因此，截至二
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玩具業務及實驗室設備業務經營分部的相關收益及
業績已予呈列。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分部資料並未呈列，因為於過
往期間只有一個分部。經營分部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的
相關資產及負債呈列如下。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表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玩具業務
實驗室

設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5,631 18,973 124,604
銷售成本 (122,613) (15,371) (137,984)   

毛利╱（毛損） (16,982) 3,602 (13,380)   

分部業績 (32,193) (6,083) (38,276)

未分配：
其他收入 469
其他收益淨額 2,730
財務成本淨額 (670) 

除所得稅前虧損 (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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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玩具業務
實驗室

設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4,516 40,949 95,465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 

資產總值 95,515
 

負債
分部負債 9,165 18,579 27,744

未分配：
銀行借款 13,442 

負債總額 41,186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經審核）

玩具業務
實驗室

設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39,247 42,018 181,265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 

資產總值 181,416
 

負債
分部負債 29,969 12,929 42,898

未分配：
銀行借款 44,624 

負債總額 8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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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洲 56,283 107,068

歐洲 37,356 55,592

亞太及大洋洲 30,965 9,237
  

124,604 171,897
  

按地理分部的收益分析乃根據客戶位置劃分。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兩名（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一名）客戶之收益個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期內，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19,551 10,938

客戶B 14,709 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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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748 725

 — 非審核服務 177 208

廣告及推廣開支 1,153 1,258

無形資產攤銷 5,869 6,082

銀行費用 205 407

佣金 957 1,093

消耗品 966 3,017

已售存貨成本 90,815 83,629

關稅及報關手續費 686 9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附註9） 2,083 6,46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13 1,519

短期及低價值經營租賃開支 2,582 2,488

許可證費用 3,904 6,826

物流及倉儲開支 1,811 4,617

產品測試開支 765 1,075

維修及維護開支 838 1,226

其他稅項 693 1,08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8,833 43,061

分包開支 679 784

公用開支 3,008 5,817

其他開支 3,209 1,980
  

162,894 174,326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取來自香港政府的補貼約52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用作支付香港僱員的工資及薪金。此外，由
於改變玩具業務的經營模式，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已產生一次性遣散費約7,8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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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已就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16.5%的稅率計提撥備。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的稅率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的美國附屬公司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介乎5%至39%的累進稅
率繳納美國企業所得稅。

已於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扣除╱（計入）的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期內溢利即期稅項 – 66

遞延所得稅 1,699 (351)  

所得稅開支╱（抵免） 1,699 (285)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36,189) (3,31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3.6) (0.3)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
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由於與向僱員授出的購股權相關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
效應，及我們假設並無任何購股權獲轉換或行使，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 12 –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
物業裝修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汽車

廠房及
機器

模具及
工具 在製模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2,958 237 136 60 5,495 32,105 9,831 50,822
添置 715 14 – – – – 2,322 3,051
折舊（附註6） (1,145) (47) (56) (12) (466) (4,734) – (6,460)
完成時轉撥 – – – – – 4,900 (4,900) –
減值虧損 (90) – – – (175) (1,146) (259) (1,670)
出售及撇銷 – – (3) – (110) – – (113)
匯兌差額 33 2 1 1 44 213 87 381

        

於期末 2,471 206 78 49 4,788 31,338 7,081 46,011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賬面淨值
於期初 876 329 623 67 3,670 5,507 1,400 12,472
添置 – 11 45 – 145 – 1,463 1,664
折舊（附註6） (830) (47) (183) (29) (241) (753) – (2,083)
完成時轉撥 – – – – – 2,076 (2,076) –
出售及撇銷 – (9) – (32) (2,046) (2) (745) (2,834)
匯兌差額 (28) (21) (41) (4) (243) (382) (42) (761)

        

於期末 18 263 444 2 1,285 6,446 – 8,458
        

10 應收貿易款項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20,534 18,635

減：虧損撥備 (361) (375)
  

20,173 1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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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款項總額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20,259 18,635

人民幣 275 –
  

20,534 18,635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0至180日。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總
額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三個月 19,691 9,504

三個月以上 843 9,131  

20,534 18,635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為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1,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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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632 3,647

港元 144 7,280

人民幣 872 3,353
  

1,648 14,280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以內 917 7,728

一至兩個月 345 4,877

兩至三個月 345 1,391

三個月以上 41 284
  

1,648 1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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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誠如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述，運輸成本已成為其中一個全球各地
進口商最關注的事項，尤其是對於我們的目標顧客而言，原因在於騎行玩具
車體積相對較大或以實物尺寸而言價值較低。儘管運費較回顧期間的高峰有
所回落，然而與過去數年的正常情況相比，目前運費仍處於高位水平。在此
情況下，客戶並無餘力承擔成本增加。與此同時，美國以外國家的經濟不景
氣及貨幣對美元走弱亦降低對我們商品的需求。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益約為124.6百萬港元，較去年
同期（「上期」）減少27.5%（二零二一年：171.9百萬港元）。於回顧期間，權益股東
應佔虧損約為36.2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淨額3.3百萬港元）。

經營業績

收益

於回顧期間，自北美洲產生的收益減少47.6%至約55.3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
105.6百萬港元）。平均售價及銷售訂單均有所下跌。有關下跌乃主要由於來自
當地最發達國家的收益減少及產品組合轉為單位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所致。
此外，由於去年發貨出現延誤及美國港口積壓貨物導致商品延遲抵達，零售
商於二零二二年的庫存水平高企，故寧可不像去年般下達大量訂單。因此，
北美洲的銷售表現最受影響。

另一方面，於回顧期間，自歐洲產生的收益減少32.7%至約37.4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55.6百萬港元）。平均售價及銷售訂單均有所下跌。收益減少乃主要
由於 (i)對俄戰爭導致東歐若干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烏克蘭）經濟低迷；及 (ii)美
元貨幣升值損害歐洲地區的購買力所致。

於回顧期間，自實驗室設備業務產生的收益約為19.0百萬港元。由於其為二零
二二年一月投資的新業務，故上期並無比較數字。

基於上述各項，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整體收益減少27.5%至約124.6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171.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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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損）╱毛利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毛損約13.4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上期則錄得毛利約
16.6百 萬 港 元。於 回 顧 期 間 錄 得 毛 損 乃 主 要 由 於 (i)上 文 所 討 論 的 收 益 減 少
27.5%，惟持續產生工廠間接費用；(ii)因改變玩具業務的經營模式而產生的一
次性遣散費。東莞工廠大部分員工於回顧期間已被解僱；及 (iii)向第三方轉售
玩具業務相關生產材料所產生的已實現虧損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大幅增加約10倍至約3.2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0.3百萬港元）。顯著增加乃主要由於 (i)經營模式轉變導致產生出售
玩具業務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及(ii)於回顧期間美元兌港元的貨幣升值，
原因為我們的玩具業務客戶賬單均以美元計值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大幅增加73.2%至約7.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4.1
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我們在二零二二年一月新投資的實驗室設
備業務的無形資產攤銷及於銷售開支項下入賬的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增加20.1%至約17.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4.9百萬港元）。
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我們在二零二二年一月新投資的實驗室設備業務的行政
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財務成本

於回顧期間，財務成本淨額增加 133.3%至約0.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0.3百萬
港元）。有關增加乃由於回顧期間的平均銀行借款水平及全球利率水平上升
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稅開支1.7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上期則錄得所得
稅抵免（扣除稅項開支）0.3百萬港元。

於回顧期間錄得所得稅開支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終止確認東莞工廠的遞延稅
項資產所致。另一方面，上期的所得稅抵免乃由於上年錄得的經營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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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淨額

誠如上文所述，由於 (i)收益大幅減少約47.3百萬港元；(ii)東莞工廠產生的一次
性遣散費；(iii)向第三方轉售玩具業務相關生產材料所產生的已實現虧損所致；
及 (iv)終止確認東莞工廠的遞延稅項資產，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約
36.2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淨額3.3百萬港元）。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美元進行銷售及採購，而位於中國的生產工廠產生的開
支則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港元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的風險不大，並將密切監察人
民幣走勢以考慮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幣的金融工具。

展望╱未來前景及策略

疫情餘波造成全球多個國家出現嚴重通脹。加上烏克蘭戰爭的關係，歐洲普
遍受到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的影響。這現象導致來自東方的商品購買力下降。

美國市場同樣正在經歷一些艱難的時刻。由於人們預計經濟衰退即將來臨，
故需求已經減少。在這個通脹時期，所有客戶均尋求降價，這使得業務更難
以管理。基於全球經濟疲弱，預計未來前景將充滿不確定性。

因此，本公司已過渡至全新的業務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將其生產外包予合
資格的分包商被認為更具成本效益。本公司現時可更好地預測其現金支出並
維持盈利能力，而不是在營運工廠時維持高昂的間接固定成本。

重組過程亦面臨重重波折。最大挑戰仍是物色合資格及可靠的供應商，故管
理層現已決定花費大量時間實現這一目標。慶幸的是，本公司相信憑藉20多
年在製造方面累積的豐富經驗，必定能與可靠及合資格的分包商建立夥伴關係。
從長遠看來，優化後的業務模式乃百利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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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無法控制的因素，預期業務在短期內將繼續受到影響，惟管理層
的其中一項主要任務是將成本降至最低。員工人數已盡可能保持在較低水平，
而研發投資亦受到密切監控，以免發生超支情況。我們的目標是渡過艱難時期，
並在市場復甦及業務增長時能夠保持健康發展及擁有穩健的財務狀況。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所持重大投資

除投資於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
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佈日期，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其後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經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
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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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公 佈 會 刊 登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kiddieland.com.hk)。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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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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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女士、盧鴻先生及梁小蓮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文嘉豪先生、鄭子龍
先生及梁國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