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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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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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bee Holdings Limited
融達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948）
（新加坡股份代號：D5N）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Z-Obee Holdings Limited（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董事（「董事」）組成之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間」）之業績（「業績公佈」），連同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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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6 22,977,341 12,715,204

銷售貨品成本 (19,661,414) (10,655,810)

毛利 3,315,927 2,059,394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396,179 3,58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0,487) (16,985)
行政開支 (1,558,752) (908,649)
財務費用 8 (65,676) –

除重組費用及稅項前之溢利 1,977,191 1,137,345

重組費用 (192,802) (507,694)

除稅前溢利 7 1,784,389 629,651

所得稅開支 9 (409,519) (255,1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374,870 374,46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1
 基本 0.18美仙 0.05美仙

 攤薄 0.18美仙 0.05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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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 1,374,870 374,467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經扣除稅項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4,870 37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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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 美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585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554,016 10,554,01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2,310,941 2,310,94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932,542 12,864,957

流動資產
存貨 178,400 127,500
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 12 70,328,236 73,382,0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60,893 701,157
可收回稅項 128,843 128,843
受限制銀行結餘 2,132,107 2,132,10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74,533 1,380,909
流動資產總值 78,203,012 77,852,5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3 1,251,045 4,285,52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040,911 3,147,298
計息銀行借貸 39,310,190 39,310,190
信託收據貸款 39,877,541 39,877,541
預收款項 584,028 67,450
其他借貸 2,636,370 2,570,694
應付投資者金額－託管賬戶 835,476 642,674
應付稅項 665,735 256,731
流動負債總值 89,201,296 90,158,105

流動負債淨值 (10,998,284) (12,305,569)

資產淨值 1,934,258 559,38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101,500 6,101,500
 儲備 (4,167,242) (5,542,112)

權益總額 1,934,258 55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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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 外幣

股本 股份溢價 支付儲備 換算儲備 儲備基金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6,101,500 70,605,619 52,241 6,223,798 1,933,855 (84,732,092) 184,921

二零一六年之權益變動
年內溢利 – – – – – 374,467 374,467
海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額 – – – – – – –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374,467 374,467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6,101,500 70,605,619 52,241 6,223,798 1,933,855 (84,357,625) 559,388

二零一七年之權益變動
年內溢利 – – – – – 1,374,870 1,374,870
海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額 – – – – – – –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374,870 1,374,870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6,101,500 70,605,619 52,241 6,223,798 1,933,855 (82,982,755) 1,93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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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註冊編號39519）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26樓E
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銷售及分銷手機及其零件。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分別在新加坡證券交
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自二零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起，本公司將其於新交所上市地位變更為第二上市地位，而於聯交所主
板之第一上市地位維持不變。

2. 遵例聲明

除附註3所述之事項外（包括遺漏綜合現金流量表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規定的
有關披露），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
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附註4提供因首次應用該等發展所產生而與本集團現
行及過往會計期間相關並在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之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資料。

3. 呈列基準

持續經營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10,998,284美元。在編製該等綜合財
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及本公司現時及預計未來流動資金的影響，以及
本集團及本公司即時及於較長期間可獲取利潤及正面現金流量之能力。

根據本集團的現金流量預測，並假設下文所述本公司的重組建議將會成功完成，董事總結
本集團及本公司能夠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營運，並於可預見將來在財務負債到期時償還債
務。

倘本集團未能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營運，應會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列為可收回金額，
就任何可能產生的進一步負債作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
債。該等潛在調整之影響未有在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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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呈請及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澳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澳新銀行集團」）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高等法院」）就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沛暉有限公司（「沛暉」）之清盤呈
交清盤呈請。於同日，澳新銀行集團亦向高等法院提交傳票，以尋求委任本公司及沛暉之
臨時清盤人。呈請及傳票亦得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支持。於呈交呈請
後，本公司及沛暉與澳新銀行集團進行磋商，務求就呈請及傳票達成和解。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本公司、沛暉與澳新銀行集團就和解的主要條款達成協定。於二
零一四年五月七日，澳新銀行集團、滙豐、本公司與沛暉訂立和解契據（「契據」），以全
數及最終清償所欠澳新銀行集團及滙豐之貸款。契據訂明將分五期向澳新銀行集團及滙豐
支付協定的金額。當本公司及沛暉完全遵守契據後，澳新銀行集團將會向法院申請撤回或
解除清盤呈請。

清盤呈請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日，而委任臨時清盤人的申請亦押後，條件是倘
若本公司及沛暉未能履行契據項下之責任，澳新銀行集團可按緊急程序恢復申請，而本公
司及沛暉不得反對。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與沛暉未有根據契據支付第三期欠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十六日，委任臨時清盤人的申請按緊急程序恢復，而高等法院向本公司及沛暉發出通知，
指將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進行有關申請的聆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聆訊中，高等法院發出命令委任庄日杰及Donald Edward 
Osborn為本公司及沛暉之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應本公司之要求，本
公司股份（「股份」）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七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的法院命令，蘇文俊獲委任為本公司及沛暉之額外共同及
各別臨時清盤人。

自獲委任以來，臨時清盤人一直調查本集團之事務，並已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保存資產。
臨時清盤人亦已透過與各方會面（包括陽劍慧女士（本集團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及多名
前僱員），收集有關本集團狀況之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本公司由其董事會代為行事，向百慕達高等法院（「百慕達法
院」）申請委任本公司的百慕達共同臨時清盤人（「共同臨時清盤人」）（「該申請」）。百慕達
法院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聆訊該申請後，於當日頒令委任Donald Edward Osborn先
生、庄日杰先生及蘇文俊先生為本公司的共同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委任百慕達共同臨時清盤人後，夏利士法官於高等法院二零一七
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聆訊上，頒令Donald Edward Osborn先生、庄日杰先生及蘇文俊先
生退任為本公司於香港委任的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且呈請聆訊程序將予暫緩，直至高
等法院進一步頒令，而各方有自由恢復處理聆訊程序。

夏利士法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進一步頒令，百慕達委任的共同臨時清盤人亦受高
等法院確認。

百慕達具備完善的臨時清盤制度作重組公司之用。因此，於百慕達申請委任共同臨時清盤
人將有助於成功執行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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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建議重組

因應本集團的情況，臨時清盤人在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其擔任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之協助下正在物色潛在投資者，務求重組本公司及向聯交所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公佈，接獲聯交所發出的信函，其中表示鑒於法院命令
及本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聯交所認為本公司可能有嚴重的財務困難。由於本公司並
無發佈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聯交所無法評估本公司之表現及
財務狀況。另外，亦不清楚本公司的經營狀況及本公司是否仍有足夠水平之資產及業務運
作來滿足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因此，基於本公司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
定，聯交所已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一階段。本公司
須於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即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前最少10個營業日提交可行的復
牌建議，其中須證明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

由於在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前未有提呈復牌建議，本公司接獲聯交所日期為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十日的信函。在該信函中，聯交所通知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將
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二階段，並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起生效。本公司須於除牌程序
第二階段屆滿前10個營業日（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或之前）提呈可行之復牌建議，而該
建議應符合以下條件：

1. 證明具備上市規則第13.24條所規定之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

2. 處理核數師之保留意見，並證明具備充足的內部監控系統；及

3. 撤銷及╱或駁回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並解除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本公司、臨時清盤人與一名投資者訂立一份架構協議，其後經日
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的經修訂及重列架構協議修訂及重列，據此，各方就本集團建議
重組之主要條款達定協定，務求使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該架構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六
月二十六日獲高等法院夏利士法官批准，而經修訂及重列架構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六日獲高等法院夏利士法官批准。

憑藉高等法院的批准，在臨時清盤人獲委任後，本公司成立兩家全資附屬公司Perfect 
Major Investment Limited（「Perfect Major」）及香港富昕科技國際有限公司（統稱為「特別
目的公司」），以重組本集團及繼續經營本集團業務。本集團預期特別目的公司的管理團隊
將經營本集團業務，以滿足聯交所的復牌規定。

載有建議重組詳情連同股份恢復買賣所依據基準的建議（「復牌建議」）已編製並於二零一
五年七月十九日向聯交所提呈。然而，聯交所上市科（「上市科」）於未有就復牌建議提出
任何問題或疑問下之情況，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通知本公司其認為復牌建議未能充
分證明本公司具備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所規定之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並會建議聯交
所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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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發出的信函，上市委員會認為該復牌建議不可行，並
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該裁定」）。在作出上述
決定時，上市委員會考慮到（除其它原因外）復牌建議中所述的業務不足以支持本公司能
夠繼續上市。

本公司不同意該裁定，並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正式要求上市委員會就該裁定以書面形
式提供詳細原因說明。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亦已向聯交所遞交了一份正
式要求，要求聯交所上市（覆核）委員會（「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該裁定。覆核聆訊
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進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收到上市（覆
核）委員會發出的裁定函，彼等決定維持上市委員會的決定。聯交所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六
日公佈，自同日起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為期九個月。若本公司並無提出可行
的復牌建議，聯交所擬於該九個月期限屆滿（即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後撤銷本公司的上
市地位。

因此，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七日向聯交所提交經修訂復牌建議（「經修訂建
議」）。經修訂建議通過戰略投資者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同方」）的引入得到凸顯。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收到同方的意向書（「意向書」），據此，同方將(i)以向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Perfect Major投資3.0百萬港元為代價，換取Perfect Major 20%的股權；及
(ii)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後認購不少於5%的本公司新發行股份。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六日，本集團與同方的一家附屬公司訂立正式協議。此外，截至本業績公佈日期，
Perfect Major已收到同方3百萬港元的款額，作為認購Perfect Major股份的代價。與同方的
合作預計會將同方的產品分銷至本集團現有市場及客戶。

然而，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提交的復牌建議遭遇相似，上市科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通知本公司，認為經修訂建議不可行，並建議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上市規則
第17項應用指引撤銷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

根據聯交所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之函件，上市委員會認為雖然本公司在手機設計
及分銷業務方面已取得若干進展，但經修訂建議仍未充分證明本公司將可進行上市規則
第13.24條所規定的足夠水平業務運作或具備所規定的足夠價值的資產，以確保可持續上
市。上市委員會認為，經修訂建議並不可行，因此決定自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
時正起撤銷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第二階段裁定」）。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向聯交所提出正式要求，由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第
二階段裁定，而覆核聆訊原先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進行，但已重訂至二零一七年
二月十四日進行。

上市（覆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舉行覆核聆訊後，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
二日來函通知本公司，表示有條件地暫緩撤銷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該決
定」）。該暫緩撤銷的特別目的為給予本公司於該決定日期後三個月內提供經修訂建議中所
述之所有相關資料的機會，以證明其復牌可獲聯交所信納。

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向聯交所提交有關經修訂建議的書面更新。本公司
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使股東及投資者獲悉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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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業績公佈日期，管理層已盡其最大努力並在商業上可行的情況下，重整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記錄，根據可供管理層查閱的本集團資料，應用其
最佳估計及作出判斷。然而，鑒於部分賬冊及記錄已遺失，加上對本集團的會計及其他記
錄（有關於委任臨時清盤人後註冊成立的特別目的公司之業務之會計及其他記錄除外）的
可靠性嚴重存疑，董事會認為，於本業績公佈日期，除有關特別目的公司之業務之收入
及溢利或虧損（以及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外，確定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
本期間的正確收入及溢利或虧損（以及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另
外，由於部分賬冊及記錄已遺失，董事會認為核實本集團過往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列報
的財務資料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

因上述事項所產生之任何調整或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淨
額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間接造成重大影響。

由於可供查閱資料有限，加上本集團大部份前主要會計人員已在沒有通知下離職，董事未
能獲取足夠文件資料以信納有關賬冊及記錄之完整性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各項結餘之處理方式，並已達致以下結論：

由於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可供本公司查閱的不完整賬冊及記錄編製，因此本公司董事未能
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訂立之所有交易已在綜合財務報表內適當反
映發表聲明。就此方面，本公司董事亦未能就綜合財務報表之鑒定和綜合財務報表披露之
完整性、存在及準確性是否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之披露規
定發出聲明。

4.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

以下新準則及修訂於本年度強制生效，而對本集團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主動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

釐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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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不同部門管理其業務，而各業務部門乃以業務系列而組成。與為了進行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而在內部向本集團的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
團呈列以下一個須予報告分部。組成以下須予報告分部時並無集合不同的經營分部。

1. 手機買賣

手機買賣分部主要從銷售及分銷手機賺取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了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各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執行董事按以下基準監
察各須予報告分部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計
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的活動應佔
之撥備及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以及由分部直接管理之借貸。

收入及開支乃根據分部所產生的銷售以及分部動用的開支或分部應佔之資產折
舊或攤銷另外產生之開支，分配至須予報告分部。

用於申報分部溢利之方法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之經調整盈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投資收入而「折舊及攤銷」被視
為包括非流動資產之減值虧損。為達致經調整EBITDA，本集團之盈利乃對並
非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例如應佔溢利減聯營公司虧損、
董事薪酬以及其他總辦事處及公司行政開支。

除收取有關經調整EBITDA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獲提供有關收入、由分部直
接管理之現金結餘及借貸之利息收入及開支、分部於彼等營運中使用之折舊、
攤銷、減值虧損及非流動分部資產增加。

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
現向本集團的執行董事提供有關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之資料載於下文。

手機買賣一香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22,977,341 12,715,204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2,977,341 12,715,204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DA） 2,417,121 1,515,408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7,601,773 7,249,093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4,475,033 5,92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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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收入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2,977,341 12,715,204
對銷分部間收入 – –

綜合收入 22,977,341 12,715,204

溢利
須予報告分部溢利 2,417,121 1,515,408
對銷分部間溢利 – –

來自本集團外間客戶之須予報告分部溢利 2,417,121 1,515,408
折舊 (10,368) –
貸款利率 (65,676) –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556,688) (885,757)

除稅前綜合溢利 1,784,389 629,651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資產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7,601,773 7,249,093
對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 –

7,601,773 7,249,09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554,016 10,554,01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2,310,941 2,310,94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70,668,824 70,603,443

綜合資產總值 91,135,554 90,717,493

負債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4,475,033 5,920,260
對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 –

4,475,033 5,920,260
計息銀行借貸 39,310,190 39,310,190
信託收據貸款 39,877,541 39,877,541
所久投資者託管賬戶款項 835,476 642,67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4,703,056 4,407,440

綜合負債總值 89,201,296 90,15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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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手機買賣 22,977,341 12,715,204

d) 地區資料

以下為(i)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權益之地區分析。客戶之地區乃基於客戶運作而定。就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而言，該地區是指有關聯營公司之營運地點。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地區乃基於
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香港（居駐地點） 1,796,000 4,890,500 – –
中國 – – 10,621,601 10,554,016
孟加拉 192,046 101,500 – –
杜拜 7,370,000 3,734,500 – –
印度 6,659,247 3,078,000 – –
摩洛哥 – 128,750 – –
巴基斯坦 6,406,730 421,800 – –
美國 553,318 360,154 – –

22,977,341 12,715,204 10,621,601 10,554,016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e)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貢獻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的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來自買賣手機之收入
 －客戶甲 7,370,000 3,734,500
 －客戶乙 6,406,730 421,800
 －客戶丙 4,110,566 –
 －客戶丁 960,400 4,786,500
 －客戶戊 1,709,686 1,701,000

按附註3所披露，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綜
合財務報表之日，董事會並無就分部報告披露的完整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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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和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於年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後銷售產品的發票淨值及所提供服務的價值。

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收入
分銷及推廣手機及零件 22,977,341 12,715,204

22,977,341 12,715,204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54 41
服務收入 385,604 –
其他收入 4,530 –
匯兌收益淨額 5,891 3,544

396,179 3,585

23,373,520 12,718,789

按附註3所述，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務報表
之日，董事會並無就收入的完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a) 員工成本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
工資、薪金、花紅及津貼 978,513 588,30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 –

978,513 588,301

b) 其他項目
銷售存貨成本 19,661,414 10,655,810
核數師酬金 77,930 100,257
折舊 10,368 –
重組費用 192,802 507,694

按附註3所披露，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務報
表之日，董事會並無就除稅前溢利的完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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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其他借貸之利息 65,676 –

按附註3所披露，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財務報表之
日，董事會並無就財務費用的完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扣除 408,131 255,18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408,131 255,184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扣除 1,388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409,519 255,184

按附註3所述，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務報表
之日，董事會並無就所得稅的準確性及完整性發表聲明。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11. 每股盈利

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1,374,870美元（二零一六
年溢利：374,467美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762,687,662股（二零一六年：
762,687,662股）計算。

攤薄

基於有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故並無準確資料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因
此，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按附註3所披露，由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未必準確，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
日，董事會並無就本公司每股盈利的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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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 102,443,017 105,496,801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32,114,781) (32,114,781)

賬面淨值 70,328,236 73,382,020

(a) 賬齡分析

根據發票日期所呈列之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0至60日 974,255 5,820,191
61至90日 1,252,750 –
超過90日 68,101,231 67,561,829

70,328,236 73,382,020

應收貿易款項自記賬日期起計60至90日內到期（二零一六年：60日）。

(b) 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於四月一日 32,114,781 32,114,781
已確認減值虧損 – –

於三月三十一日 32,114,781 32,114,781

(c) 未減值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

並無被視為個別或共同減值之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2,222,560 5,820,191

已逾期但未減值
逾期少於一個月 497,730 –
逾期超過三個月 67,607,946 67,561,829

68,105,676 67,561,829

70,328,236 73,382,020

並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很多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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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分賬冊及記錄已遺失，加上所找到的記錄不可靠，管理層認為確定正確金額
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由於部分賬冊及記錄已遺失，加上所找到的記錄不可靠，董事會認為確定本集團應
收貿易及保理款項的完整存在性及準確性，或對本集團的應收貿易及保理款項的賬
齡及減值評估進行詳細分析，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

13.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應付貿易款項 1,251,045 4,285,527

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 美元

0至30日 – 3,034,482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超過90日 1,251,045 1,251,045

1,251,045 4,285,527

應付貿易款項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90日（二零一六年：30至90日）。

按附註3所披露，基於相關賬冊及記錄不是已遺失就是不完整，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務報
表之日，董事會並無就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任何可能因此出現的或然負債的完
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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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本公司核數師已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
作出不發表意見，有關摘錄如下：

不發表意見

吾等對於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由於本報告「不發表意見的基準」一
節所述事件的重要性，吾等未能獲得充足的合適審核憑證來為此等綜合財務報表
的審核意見提供基礎。在各其他方面，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遵照香港公司
條例之披露規定而妥為編製。

不發表意見的基準

由於不完整賬冊及記錄導致之範圍限制

截至本報告日期，鑒於遺失部分賬冊及記錄，並對　貴集團的會計及其他記錄的
可靠性嚴重存疑，故　貴公司董事認為確定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本年度
的正確收入及溢利或虧損（以及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另
外，由於遺失部分賬冊及記錄，　貴公司董事認為核實　貴集團過往年度的綜合
財務報表內列報的財務資料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此外，在吾等審核過程中，
吾等無法信納管理層就吾等的審核所提供的內部監控及文件在各主要方面屬有效
及準確。因此，吾等未能進行滿意的審核程序，以就　貴集團交易及資產與負債
之完整性、準確性、存在性、估值、分類及呈列獲得合理保證。

在該等情況下及如財務報表附註2.2「呈列基準」所披露，並無可行的審核程序可
供吾等執行，使吾等信納吾等就進行審核所獲提供的資料、解釋及文件在所有主
要方面均屬完備準確，和使吾等可確定就　貴集團的財務資料或須作出的任何調
整程度。

因此，在吾等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進
行審核時，並無可行的審核程序可供吾等執行，使吾等可信納於二零一六年四月
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及儲備之結餘乃公平地呈列。

假如吾等獲得充足且合適的審核憑證，因而能夠發現須要就此作出任何調整，則
會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和本
年度及過往年度之溢利以及綜合財務報表內之相關披露產生相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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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的財務狀況表內包括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分別為2,622,935美元及2,622,935美元，以及應收附屬
公司之款項分別為69,471,270美元及69,471,270美元。由於上述的局限，我們未能
信納在　貴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財務報表內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及應
收附屬公司款項之金額是否公平列賬，亦未能釐定是否需就上述項目作出任何減
值虧損撥備。任何調整或會對　貴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以及截至該等日期止年度之虧損淨額和綜合財務報表內
之相關披露產生影響。

因此，吾等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亦不發表
意見。

不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遺漏披露

正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所解釋，由於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是由董事根據
不完整賬冊及記錄編製，故董事相信彼等幾乎不可能和無法確定正確的數額。
因此，　貴公司董事未能就財務報表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或已遵守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作出聲明。在該等情況下（於附註2.2中詳述），並無可行的審核程序可供吾等執
行，使吾等確定就　貴集團財務報表或需作出的調整程度。

因此，吾等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亦不發表
意見。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在達致吾等的意見時，吾等已考慮在財務報表附註2.2所作出披露的充份性，當中
說明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呈有關　貴公司股份復牌及　貴集團重組的
建議（「復牌建議」）。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基於　貴公司所建議的重組將會成功完
成，以及於重組後　貴集團將於可預見將來債務到期時可完全償還債務之假設。
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因一旦未能完成重組所導致的任何調整。吾等認為有關披露
屬充份。然而，鑒於有關完成重組所涉及的不確定因素，吾等就有關編製此等財
務報表的持續經營基準的重大不明朗因素不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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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清盤呈請、委任臨時清盤人及本集團重組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澳新銀行集團向高等法院就本公司及沛暉之清盤呈交清
盤呈請。於同日，澳新銀行集團亦向高等法院提交傳票，以尋求委任本公司及沛
暉之臨時清盤人。呈請及傳票亦得到滙豐支持。於呈交呈請後，本公司及沛暉與
澳新銀行集團進行磋商，務求就呈請及傳票達成和解。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本公司、沛暉與澳新銀行集團就和解的主要條款達成協
定。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澳新銀行集團、滙豐、本公司與沛暉訂立契據，以
全數及最終清償所欠澳新銀行集團及滙豐之貸款。契據訂明將分五期向澳新銀行
集團及滙豐支付協定的金額。當本公司及沛暉完全遵守契據後，澳新銀行集團將
會向高等法院申請撤回或解除清盤呈請。因此，清盤呈請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四
年七月二日，而委任臨時清盤人的申請亦押後，條件是倘若本公司及沛暉未能履
行契據項下之責任，澳新銀行集團可按緊急程序恢復申請，而本公司及沛暉不得
反對。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與沛暉未有根據契據支付第三期欠款。於二零一
四年六月十六日，委任臨時清盤人的申請按緊急程序恢復，而高等法院向本公司
及沛暉發出通知，指將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進行有關申請的聆訊。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聆訊中，高等法院下達命令，委任庄日杰及Donald 
Edward Osborn為本公司及沛暉之臨時清盤人。因此，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七分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的法院命令，蘇文俊獲委任為本公司及沛暉之額
外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自獲委任以來，臨時清盤人一直調查本集團之事務，並已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保
存資產。臨時清盤人亦已透過與各方會面（包括陽劍慧女士（本集團執行董事兼財
務總監）及多名前僱員），收集有關本集團狀況之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本公司由其董事會代為行事，向百慕達法院申請委任本
公司的百慕達共同臨時清盤人。百慕達法院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聆訊該申請
後，於當日頒令委任Donald Edward Osborn先生、庄日杰先生及蘇文俊先生為本
公司的共同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委任百慕達共同臨時清盤人後，夏利士法官於高等法院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聆訊上，頒令Donald Edward Osborn先生、庄日
杰先生及蘇文俊先生退任為本公司於香港委任的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且呈請
聆訊程序將予暫緩，直至高等法院進一步頒令，而各方有自由恢復處理聆訊程序。

夏利士法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進一步頒令，百慕達委任的共同臨時清盤
人亦受高等法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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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具備完善的臨時清盤制度作重組公司之用。因此，於百慕達申請委任共同
臨時清盤人將有助於成功執行重組。

收入及毛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分別錄得營業額22,977,341美元（二零一六年：12,715,204美
元）及毛利3,315,927美元（二零一六年：2,059,394美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
溢利為1,374,870美元（二零一六年：374,467美元）。

總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91,135,554美元（二
零一六年：90,717,493美元）及89,201,296美元（二零一六年：90,158,105美元）。

本集團重組

因應本集團的情況，臨時清盤人在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其擔任本公司之財
務顧問）之協助下正在物色潛在投資者，務求重組本公司及向聯交所提交可行的
復牌建議。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公佈，接獲聯交所發出的信函，其中表示鑒於
法院命令及本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聯交所認為本公司可能有嚴重的財務困
難。由於本公司並無發佈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聯交
所無法評估本公司之表現及財務狀況。另外，亦不清楚本公司的經營狀況及本公
司是否仍有足夠水平之資產及業務運作來滿足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因此，
基於本公司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聯交所已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7
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一階段。本公司須於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
（即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前最少10個營業日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其中須證明
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

由於在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前未有提呈復牌建議，本公司接獲聯交所日期為二
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的信函，並在當中通知，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將
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二階段，並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起生效。本公司須於
除牌程序第二階段屆滿前至少十個營業日（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或之前）提呈可
行之復牌建議，而該建議應符合以下條件：

1. 證明具備上市規則第13.24條所規定之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

2. 處理核數師之保留意見，並證明具備充足的內部監控系統；及

3. 撤銷及╱或駁回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並解除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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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本公司、臨時清盤人與一名投資者訂立一份架構協議，
其後經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的經修訂及重列架構協議修訂及重列，據此，
各方就本集團建議重組之主要條款達定協定，務求使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該
架構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獲高等法院夏利士法官批准，而經修訂及
重列架構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獲香港高等法院夏利士法官批准。

憑藉高等法院的批准，在臨時清盤人獲委任後，本公司成立特別目的公司（為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以重組本集團及繼續經營本集團業務。預期特別目的公司
的管理團隊將經營本集團業務，以滿足聯交所的復牌規定。

復牌建議已編製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向聯交所提呈。然而，上市科於未有
就復牌建議提出任何問題或疑問之情況下，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通知本公
司其認為復牌建議未能足以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有關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之規
定，並會建議上市委員會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發出的信函，上市委員會認為該復牌建議不
可行，並根據該裁定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在作出上述決定時，上市
委員會考慮到（除其它原因外）復牌建議中所述的業務不足以支持本公司能夠繼續
上市。

本公司不同意該裁定，並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正式要求上市委員會就該裁定
以書面形式提供詳細原因說明。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亦已向聯交
所遞交了一份正式要求，要求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該裁定。覆核聆訊已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收到上市（覆核）委員會發出的裁定函，其
決定維持上市委員會的決定。聯交所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公佈，自同日起將本
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為期九個月。若本公司並無提出可行的復牌建議，
聯交所擬於該九個月期限屆滿（即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後撤銷本公司的上市地
位。倘此事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因此，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七日向聯交所提交經修訂建議。經修訂建議
通過戰略投資者同方的引入得到凸顯。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收到
同方的意向書，據此，同方將(i)以向本公司的附屬公司Perfect Major投資3.0百萬
港元為代價，換取Perfect Major 20%的股權；及(ii)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
賣後認購不少於5%的本公司新發行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本集團與同方
的一家附屬公司訂立正式協議。此外，截至本業績公佈日期，Perfect Major已收
到同方3百萬港元的款額，作為認購Perfect Major股份的代價。與同方的合作預計
會將同方的產品分銷至本集團現有市場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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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提交的復牌建議遭遇相似，聯交所上市
科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通知本公司，認為經修訂建議不可行，並建議上市
委員會批准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撤銷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

根據聯交所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之函件，上市委員會認為雖然本公司在
手機設計及分銷業務方面已取得若干進展，但經修訂建議仍未充分證明本公司將
可進行上市規則第13.24條所規定的足夠水平業務運作或具備所規定的足夠價值的
資產，以確保可持續上市。上市委員會認為，經修訂建議並不可行，因此決定自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撤銷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向聯交所提出正式要求，由上市（覆核）委員會
覆核第二階段裁定，而覆核聆訊原先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進行，但現已
重訂至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進行。

上市（覆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舉行覆核聆訊後，於二零一七年二月
二十二日來函通知本公司，表示有條件地暫緩撤銷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的上市地
位。該暫緩撤銷的特別目的為給予本公司於該決定日期後三個月內提供經修訂建
議中所述之所有相關資料的機會，以證明其復牌可獲聯交所信納。

本公司其後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向聯交所提交有關經修訂建議的書面更
新。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使股東及投資者獲悉最新進展。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報告期間之任何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根據可供聯席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查閱之本集團賬冊及記錄，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78,203,012美元（二零一六年：77,852,536美元）
及流動負債為89,201,296美元（二零一六年：90,158,105美元）。銀行及現金結餘總
額（受限制銀行結餘除外）為3,874,533美元（二零一六年：1,380,909美元）。

在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本公佈內呈列之負債及應付款項，乃根據可供共同臨時清盤
人及董事會查閱的賬冊及記錄和可得資料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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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根據可供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查閱之本集團賬冊及記錄，並無有關本集團資
本承擔之資料可提供。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資產抵押

鑒於遺失部分賬冊及記錄，加上對本集團的會計及其他記錄的可靠性有嚴重懷
疑，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認為於本公佈日期，確定有關本集團資產的任何押記
之詳情幾乎不可能亦不切實際。

或然負債

截至本公佈日期，據董事及共同臨時清盤人所深知並根據現有資料，或會存在或
然負債29.8百萬港元。然而，針對本公司之或然負債╱申索金額將須待百慕達法
院批准後方可作實，而有關申索將會經正式裁決程序審理。

僱員及薪酬政策

根據可供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查閱之本集團賬冊及記錄，本集團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及中國共聘用25名僱員。

展望╱前景

自訂立架構協議後，共同臨時清盤人一直與投資者緊密合作。得到投資者支持及
其提供之營運資金融資，本集團正逐步恢復業務運作。經修訂建議內所載之建議
重組如可成功實行，將會帶來以下成果（其中包括）：

(i) 本集團恢復和繼續業務營運，從而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

(ii) 透過投資者及同方認購股份，發行本公司新股份；

(iii) 透過在香港及百慕達進行之債務償還安排，本公司所受的所有索債及負債將
獲全面解除及和解；及

(iv) 股份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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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會就可使股份恢復買賣之重組進度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
守則」）之原則及守則條文，惟下列事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分開
而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主席一職懸空，而賴輝先生為行政總
裁。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董事會之現行架構，若物色到具適當知識、技巧及經驗的
人選，本公司將適時作出委任以填補上述空缺。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7條，董事會主席應每年最少一次，在沒有執
行董事在場的情況下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會議。根據可供查
閱的資料，於報告期間並無舉行上述會議。

為了進行本集團之建議重組，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已委聘國富浩華（香港）企
業顧問有限公司，對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以求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

董事會將不斷檢討及改善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活動及決策
過程以合適和審慎方式受到規管。

董事會會議及董事出席情況

根據可供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查閱之資料，報告期間曾舉行三次董事會會
議。全部董事均有出席上述董事會會議。

行政總裁

於報告期間，賴輝先生為本公司行政總裁。根據可供共同臨時清盤人及董事會查
閱的資料，賴輝先生負責管理董事會、業務策略及方向、制定本集團的公司計劃
及政策（包括行政決策）以及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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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於過往年度已就證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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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於報告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
需標準。

核數師審閱業績公佈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所列數字，已獲得本集
團的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由於國富浩華（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閱委聘
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不對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可於香港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查閱。二零一七年年報將於實
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刊登於聯交所網站及新交所網站。

代表董事會
Z-Obee Holdings Limited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陽劍慧
董事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賴輝先生、陽劍慧女士及陳玲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劉金濤先生及曾憲芬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