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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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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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6）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

KWOON CHUNG BUS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463,264 2,971,865
提供服務之成本 (2,095,752) (2,330,599)

毛利 367,512 641,26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76,591 103,211
行政開支 (327,271) (363,693)
其他開支淨額 (8,855) (11,112)
財務費用 (74,232) (65,263)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2,112 3,584

除稅前溢利 5 35,857 307,993
所得稅開支 6 (13,440) (48,633)

年度溢利 22,417 259,36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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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0,170 253,635
非控股權益 2,247 5,725

22,417 259,36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4.3港仙 54.9港仙

攤薄 4.3港仙 5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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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22,417 259,360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53,241) (47,163)
一項海外業務不再綜合入賬時之 
匯兌衡平儲備重新分類調整 – (1,327)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 (53,241) (48,490)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入：
物業重估之收益 28,449 47,912
所得稅之影響 (7,112) (7,905)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21,337 40,007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31,904) (8,483)

年度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9,487) 250,877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7,664) 248,995
非控股權益 (1,823) 1,882

(9,487) 25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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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4,792 2,059,762

投資物業 319,616 299,17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36,741

使用權資產 208,841 –

商譽 201,801 201,801

客運營業證 9 1,125,367 1,090,567

其他無形資產 347,510 363,43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7,593 31,784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 

股權投資 1,23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0,511 29,554

應收貸款 – 16,5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5,026 314,475

遞延稅項資產 3,236 2,654

非流動資產總額 4,335,526 4,446,496

流動資產
存貨 30,716 32,184

應收貿易賬款 10 208,770 288,078

應收貸款 6,227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7,007 207,802

衍生金融工具 – 1,234

可退回稅項 3,188 16,502

已抵押定期存款及受限制現金 37,760 22,7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93,979 292,988

流動資產總額 887,647 8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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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62,874 87,9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501,351 513,126
衍生金融工具 597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150,078 1,439,006
租賃負債 24,611 –
應付稅項 44,027 38,038

流動負債總額 1,783,538 2,078,161

流動負債淨額 (895,891) (1,216,61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439,635 3,229,88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787,358 562,059
租賃負債 29,925 –
其他長期負債 83,948 101,594
遞延稅項負債 295,870 296,51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7,101 960,172

資產淨額 2,242,534 2,269,71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47,678 46,169
儲備 2,113,221 2,135,064

2,160,899 2,181,233
非控股權益 81,635 88,477

權益總額 2,242,534 2,26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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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乃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
香港柴灣創富道8號三樓。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從事下列主要活動：

• 提供非專利、專利及中國內地巴士服務

• 提供豪華轎車服務

• 提供酒店及旅遊服務

• 提供其他運輸服務

董事認為，直屬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基信有限公司，而最終控股公司為
同樣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遠諾國際有限公司。

2.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之分
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樓宇、投資物業、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股權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除外。此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最接近千位數。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削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3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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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以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
一七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為與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並不相關外，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敘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
租賃－優惠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之實質
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之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按
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入賬以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有關確認之若干例
外情況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內出租人之會計
處理方式。出租人繼續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之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
或融資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租賃並無任何顯著影響。

本集團已經以經修訂追溯方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首次應用）。根據此方法，追溯應用準則已對首次採納之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九
年四月一日保留溢利期初結餘之調整，而二零一九年之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且繼續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呈報。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授予在一段期間內已識別資產之
使用控制權，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倘客戶有權從使用已識別資產中獲取絕大
部分經濟利益及有權主導已識別資產之使用，則表示擁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使用過
渡可行權宜方法，僅在首次應用日期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
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該準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未有識別為租賃之合約並未予以
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租賃定義僅應用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或之後訂立或變更之合約。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若干辦公室物業、售票處、巴士站、巴士總站及停車場之不同項目的租賃
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按租賃是否評估為已將其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
及風險轉予本集團，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本集團就所有租賃應用單一之方法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就低價
值資產租賃（按逐項租賃基準選擇）及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短期租賃」）（按
相關資產類別選擇）有兩項可選擇的豁免。本集團選擇不按直線法在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開始的租期內確認經營租賃的租金開支，而是確認使用權資產的折舊（及減值（如
有））和未償還租賃負債的應計利息（作為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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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之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之現值確認（使用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之增量借貸利率貼現）。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以任何與緊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在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有關之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之金額予
以調整。

所有該等資產均於該日期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作減值評估。本集團選擇在財務狀況
表內獨立呈列使用權資產。此包括過往在融資租賃及租賃土地項下分別確認的租賃資
產1,948,000港元及135,702,000港元，有關資產已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

就先前計入投資物業並按公平值計量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為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
增值而持有）而言，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繼續將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計入投
資物業。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按公平值計量。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
行權宜方法：

• 對租賃期由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 計量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時對於具備合理相若特點之租賃組合應
用單一貼現率

作為承租人—過往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

本集團並無就過往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更改於首次應用日期的已確認資產及負債的
初步賬面值。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為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計量的已確認資產及負債（即應付融資租賃）的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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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財務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影響如下：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252,2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 (137,650)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減少 (36,74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3,536)

資產總值增加 74,303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74,947
計入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應付融資租賃減少 (644)

負債總額增加 74,303

(b)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明確說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豁免範圍僅包括就此應
用權益法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權益，而不包括實質上構成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的投資淨額一部分的長期權益（並無就此應用權益法）。因此，實體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而非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減值規定）
將該等長期權益入賬。僅就確認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虧損及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的投資淨額的減值而言，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繼而應用於投資淨額（包括長期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有關修訂後評估其於聯營公司長期權益的商業模式，
結論為於聯營公司的長期權益仍然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攤銷成本計量。因此，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闡述當稅務處理涉及影響應用香港會
計準則第12號的不確定性（通常稱為「不確定稅務狀況」）時的所得稅（即期及遞延）的
會計處理。該詮釋不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範圍以外的稅項或徵費，亦不具體包
括與不確定稅務處理相關的利息及罰款的規定。該解釋具體針對(i)實體是否分開考慮
不確定稅務處理；(ii)實體對稅務機關審查稅務處理所作假設；(iii)實體如何釐定應課
稅溢利或稅項虧損、稅基、未動用稅項虧損、未動用稅項抵免及稅率；及(iv)實體如何
考慮事實及情況的變化。該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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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服務劃分業務分類，並有以下五個須報告經營分類：

(a) 非專利巴士分類包括在香港提供非專利巴士出租服務、香港及中國內地之間跨境客運
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

(b) 本地豪華轎車分類包括於香港提供豪華轎車租用服務；

(c) 專利巴士及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分類包括於香港提供專利巴士及公共小巴服務；

(d) 中國內地業務分類包括在中國內地提供酒店服務及經營一個景區，以及提供獲中國內
地多個地方政府╱交通部門批准之指定路線巴士服務；及

(e) 「其他」分類主要包括於香港提供旅行社、旅遊及廣告服務以及提供其他運輸服務。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類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核表現。分類表現乃按須報告
分類溢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評核。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之計量方法一致，惟該計量中不包括非租賃相關財務費用、出售一間
附屬公司之收益及一間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之收益。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參考按當時市價向第三方出售之售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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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非專利巴士
本地

豪華轎車
專利巴士及
公共小巴

中國
內地業務 其他

分類間之
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界銷售 1,916,048 175,920 177,059 184,829 9,408 – 2,463,264
分類間銷售 16,653 971 86 – – (17,710) –
其他收入 46,254 1,522 9,664 26,657 192 (7,698) 76,591

總計 1,978,955 178,413 186,809 211,486 9,600 (25,408) 2,539,855

分類業績 76,231 1,701 (12,638) 38,625 4,162 – 108,081

對賬：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之利息除外） (72,224)

除稅前溢利 35,857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非專利巴士
本地

豪華轎車
專利巴士

及公共小巴
中國

內地業務 其他
分類間之

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界銷售 2,357,463 201,934 195,840 204,163 12,465 – 2,971,865
分類間銷售 32,594 1,898 343 – – (34,835) –
其他收入 91,317 564 2,815 15,745 34 (7,656) 102,819

總計 2,481,374 204,396 198,998 219,908 12,499 (42,491) 3,074,684

分類業績 316,158 15,261 (953) 37,919 4,479 – 372,864

對賬：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
一間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之收益 208
財務費用 (65,263)

除稅前溢利 3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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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非專利巴士及豪華轎車服務 2,091,968 2,559,397

提供專利巴士及公共小巴服務 177,059 195,840

提供酒店及旅遊服務 169,770 186,859

提供中國內地巴士服務 21,637 28,854

提供其他運輸服務 2,830 915

2,463,264 2,971,86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285 903

其他利息收入 19 20

總租金收入 16,640 19,376

廣告收入 688 722

政府津貼 43,770 26,931

其他 18,453 19,291

80,855 67,243

收益淨額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6,372) 15,20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957 92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4

一間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之收益 – 208

出售連同客運營業證的巴士及汽車之收益 – 13,120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淨額 1,151 6,321

(4,264) 35,968

76,591 1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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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5,762 15,78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1,831 (1,11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86,631 301,158
使用權資產折舊 40,653 –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3,533
應收貸款減值撥回 (348) (107)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淨額 2,428 4,027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之減值，
淨額 456 2,15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3,078 –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根據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作出
撥備，但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該附屬公司為自2018/2019課稅年度起生效的兩級利得
稅稅率制度下的合資格實體。該附屬公司的首2,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000,000港元）
應課稅溢利按8.25%繳稅，其餘應課稅溢利按16.5%繳稅。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以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香港
本年度開支 19,353 22,822
往年超額撥備 (7,154) (1,895)
中國內地
本年度開支 9,158 9,678
往年撥備不足 158 713

遞延 (8,075) 17,315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13,440 4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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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九年末期（附有以股代息選擇）－ 

每股普通股16港仙（二零一八年：12港仙） 73,870 55,402

二零二零年中期－每股普通股為無（二零一九年：8港仙） – 36,935

73,870 92,337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股息：
二零二零年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為無 

（二零一九年：16港仙） – 73,870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派發末期股息。

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金額乃按本年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0,17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253,635,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69,272,653股（二零一九年：461,686,000

股）計算。

並無對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有關攤
薄之調整，原因為本集團於該等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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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客運營業證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成本 1,090,567 857,487

添置 34,800 233,080

於三月三十一日 1,125,367 1,090,567

於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及賬面值 1,125,367 1,090,567

客運營業證視為具無限使用年期，並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18,797 296,723
減值 (10,027) (8,645)

208,770 288,078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應收聯營公司款項12,21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8,264,000港元），
該等款項須於90天內償還。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債務人平均30至90天之信貸期。本集團致力對其尚未收回之應收款項維
持嚴格控制，並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
任何抵押品或實施其他信貸加強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及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98,296 205,716
31至60天 37,995 33,456
61至90天 35,149 30,981
90天以上 37,330 17,925

208,770 28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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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20,549 62,096
31至60天 16,890 13,007
61至90天 8,654 3,390
90天以上 16,781 9,498

62,874 87,991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已計入應付Basic Fame Company Limited（該公司由本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黃良柏先生實益擁有）之金額10,525,000港元，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
一般須於60天期限內清償。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須於60天期限內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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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60,000 6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76,776,842股（二零一九年：461,686,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47,678 46,169

本公司股本之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461,686,000 46,169

代替現金股息而發行之股份（附註） 15,090,842 1,509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476,776,842 47,678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以現金（附有以股代息選擇）（「以
股代息計劃」）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6港仙（「二
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按每股普通股3.624

港元之視作價格向已選擇收取代息股份以代替現金之本公司股東發行15,090,842股入賬列作
繳足之新股份，以此結清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中的54,68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的
餘額19,181,000港元已經以現金支付。以股代息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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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每股普通股16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符合出席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星
期四）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務請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將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當之過戶表格，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
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號舖，以辦理登
記手續。

業績
本年度的綜合溢利約為22,000,000港元，較去年的約259,000,000港元減少約
91.5%。純利急劇減少主要由於自去年七月開始發生的社會事件及冠狀病毒病（「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及今年年初實施的相應防疫措施，導致訪港旅客人次
大幅下降所致。本集團改變折舊政策以及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
基金下各項政府支援計劃所獲得的補貼已抵銷部份純利下跌之影響。

本集團採取多項措施以控制成本、增加現金流量及提升經營效率，包括高級管理
層及管理人員減薪及╱或凍薪，鼓勵員工放無薪假及╱或年假或參加提前退休計
劃，以及精簡工作流程，並且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申請各
項政府支援計劃。本集團亦押後更換新車，並暫停部分經營中的售票中心及跨境
巴士行車路線。

本集團的業績將在下文「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一節內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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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
1. 非專利巴士分類

本集團提供的非專利公共巴士服務包括：(i)中港跨境客運；及(ii)香港本地交
通，其包括定期班次服務（主要為學童、僱員、住戶）及非定期班次服務（主
要為旅遊及合約租車）。以巴士車隊的規模計算，本集團繼續為香港最大型
非專利公共巴士營運商。由於大部分跨境豪華轎車服務與非專利巴士服務一
併提供，故跨境豪華轎車服務被視作此分類的一部份。非專利巴士服務繼續
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鑒於上述「業績」一節之因素，此分類的整體溢利於本
年度下跌。

跨境巴士及豪華轎車服務的需求穩定，經多個口岸連接香港至中國內地。本
公司兩間全資附屬公司環島旅運有限公司及中港通集團有限公司為業內其中
兩間領先的服務營運商。

跨境巴士一直是本集團的主要盈利來源。跨境非專利巴士的收入由去年約
1,408,000,000港元減少至本年度約1,023,000,000港元。收入減少是由於訪港
旅客人次自去年七月起的連串社會事件後減少所致。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的威脅，香港大部分出入境管制站暫停旅客清關服務，加上自二零二零年
二月起對抵港人士實施強制隔離措施，令經營環境自二零二零年年初起轉差。
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尚未重開所有出入境管制站。

本集團預計，隨著跨境交通於二零二零年逐步恢復，收入可望改善，其恢復
情況將主要取決於政府對入境旅客採取的檢疫及檢測政策。然而，本集團預
計整體市場要達致營運上的規模效益可能需要一定時間，此對本集團二零二
零年中期業績帶來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以最謹慎的態度應對，並及時採取
適當措施，以減輕不利因素對本集團營運的不利影響。然而，一旦旅遊限制
解除，由於世界各地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不明朗，故大灣區應會成為中
國旅客的首選目的地之一，有利本集團跨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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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冠忠」）是本公司旗艦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本地非專利
巴士服務。本地非專利巴士全年收入由去年約943,000,000港元減少至本年度
約929,000,000港元。這主要是由於年內旅行團、會展獎勵旅遊的數目減少，
非定期班次服務的收入由上年度的137,000,000港元減少至本年度的
89,000,000港元。然而，定期班次服務的收入則由上年度的806,000,000港元
增加至本年度的840,000,000港元。預計定期班次服務的需求將保持相對穩定，
惟非定期班次服務的需求或會持續疲弱，直至團體活動回復正常。

2. 本地豪華轎車分類

本集團擁有豪華轎車車隊，為香港多家頂級酒店客戶提供機場╱本地及出租
要求的接送服務，同時亦為公司及個人客戶提供服務。

此分類方面，針對海外旅客的限制入境措施導致豪華轎車服務需求驟降。為
緩解狀況，本集團正轉移重心至滿足本地需求及減少經常性開支。

3. 專利巴士及公共小巴分類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新大嶼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嶼巴」）
主要在大嶼山經營27條（二零一九年：27條）專利巴士路線，巴士車隊總數為
155輛（二零一九年：152輛）巴士。

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嶼巴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及三月的收入大幅下降，本
年度虧損已增至9,000,000港元。由於短期內不大可能會獲准加價，而本集團
須借助政府提供的補貼維持正現金流量，故本集團預期下個財政年度會出現
虧損。

本集團正營運一條綠色公共小巴（又稱「專線小巴」）路線（即901），其連接港
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至東涌。為盡量減少虧損，保留現金以備將來營運，已自
二零二零年二月起暫停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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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內地業務分類

i. 理縣畢棚溝旅遊開發有限公司

畢棚溝位於阿壩州理縣朴頭鄉梭羅溝，現已成為中國著名的紅葉觀賞
聖地。自去年汶馬高速公路通車以來，憑藉先天的地理優勢及便利交通，
畢棚溝已發展成為成都人民的後花園。自駕前往僅201公里。位於景區
內的酒店已於去年完成翻新及完善設施工程，是一年四季均深受遊客
歡迎的溫泉度假村，春天山花爛漫，夏天是避暑勝地，秋天紅葉延綿，
冬天可享滑雪之旅。畢棚溝獲評為世界自然遺產、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
絡、國家4A級旅遊景區，更獲頒為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及四川省生態
旅遊示範區。

於今年年初，遊客人數因疫情而受到影響。隨著疫情受控，管理層相信，
畢棚溝將再次受到旅遊愛好者的追捧，並在國際旅遊受限期間更受國
內人士歡迎。

ii. 重慶大酒店有限公司（「重慶酒店」）

該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於重慶沙坪壩區經營一間26層的三星級酒店重
慶大酒店。重慶酒店已成功轉虧為盈，沿用商業租賃及酒店服務的方式
經營。透過今年進行外牆翻新及完善內部設施規劃，重慶酒店將更能吸
引潛在公司客戶，爭取更理想的經營業績。

iii. 湖北神州運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附屬公司由本集團擁有100%權益，於
湖北省襄陽市及南漳縣營運一個長途巴士客運站、一間公共巴士運輸
公司及相關業務，營運220條（二零一九年：216條）巴士線，共有530輛（二
零一九年：538輛）巴士。經過漫長的籌建，南漳縣新巴士客運站將於今
年內投入營運。長途巴士運輸業務繼續受到高鐵影響。管理層正集中研
究利用現有資源調整核心業務。目前，於南漳縣營運的舊柴油巴士已全
部由電動巴士取代，並獲當地政府讚揚及群眾一致好評，未來將帶來經
濟及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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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年內，本集團營運所需資金主要來自內部產生現金流，不足之數則主要向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籌措借款撥支。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還的債項總額約
為1,93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001,000,000港元）。債項主要包括於香港及中
國內地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定期貸款（分別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
主要用於購買資本資產及進行相關投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
未償還債項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86.4%（二零一九年：
88.2%）。

融資及理財政策以及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對整體業務營運採取審慎的融資及理財政策，務求將財務風險降至最低。
所有未來重大投資項目或資本資產均以經營業務所得的內部現金流、銀行信貸或
任何在香港及╱或中國內地可行的其他融資方式提供所需資金。

本集團香港及中國內地營運的投資及相關負債及收支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本集團一直密切注視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當有需要時將會制定計劃對沖任何重
大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借款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故本集團亦會審慎注視利率風險。本集
團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若干對沖工具，務求將該等風險減至最低。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在招聘、僱用、酬報及擢升僱員方面均以僱員的資歷、經驗、專長、工作
表現及貢獻作標準。酬金乃經考慮市場水平後提出。酬金及╱或晉升審核於管理
層進行績效評估後定期進行。酌情年終花紅及購股權（如適用）將根據本集團之業
績及個人貢獻向合資格僱員授出。本集團持續向僱員安排充足的入職輔導及在職
培訓。本集團亦經常鼓勵員工參加由專業或教育機構主辦與其工作有關的研討會、
課程及計劃（不論在香港或海外）。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止，概無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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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標準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全年均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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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管董事進行證券買賣。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於
整個年度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買賣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目的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之
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會面，並已審閱本集團此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本公司核數師有關本初步公告之工作範疇
本公司核數師已將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
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內之金額協定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在這方面履行之工
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核
證業務準則規定所作的核證業務，因此本公司核數師並無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核
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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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刊發全年業績
本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cbh.com.hk)。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巿規則所規定之一切資料，
並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並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致謝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本集團各業務夥伴、股東和忠心勤奮的員工致以衷心感謝。

代表董事會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良柏（銅紫荊星章）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良柏先生（銅紫荊星章）、黃焯安先生及
盧文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炳煥先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方文傑先生及陳方剛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