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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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NTONE HOLDINGS LIMITED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之公佈

全年業績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a) 140,854 2,090,426

銷售成本 (67,836) (1,374,356)  

毛利總額 73,018 716,07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887 4,07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1 2,167 11,773
分銷成本 (26,429) (29,731)
一般及行政支出 (50,825) (84,043)
就存貨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8 (1,740,108) —
就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所確認之 
減值虧損 7 (14,650) (633,604)
研究及開發成本支出 (3,089) (1,940)
財務成本 (146) (350)  

除稅前虧損 (1,756,175) (17,749)

所得稅支出 4 (405) —
  

本年度虧損 (1,756,580) (17,74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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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劃分至損益之項目：
重算定額福利退休計劃 (208) 5,655
其後可劃分至損益之項目：
因國外業務換算所產生之匯兌 
差額 188 5,299
因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劃分至損益之匯兌差額 — (78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0) 10,171
  

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1,756,600) (7,578)
  

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56,580) (11,764)
非控股股東權益 — (5,985)  

(1,756,580) (17,749)
  

應佔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56,600) (996)
非控股股東權益 — (6,582)  

(1,756,600) (7,578)
  

每股虧損 — 基本及經攤薄 6 (178.05)港仙 (1.1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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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366 33,406
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 7 — 21,694  

31,366 55,100  

流動資產
存貨 8 1,658,321 3,397,308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9 35,928 34,282
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76,101 74,377  

1,770,350 3,505,96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0 56,083 61,040
保養撥備 1,073 1,055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3,000 —
銀行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3,636 3,677  

63,792 65,772  

流動資產淨值 1,706,558 3,440,1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37,924 3,495,29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於一年後到期 — 3,677
退休福利承擔 60,727 57,821  

60,727 61,498  

資產淨值 1,677,197 3,433,79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86,538 986,538
儲備 690,659 2,447,259  

1,677,197 3,43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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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納

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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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按換取貨品所付代價之公平價值計量。此外，綜合財務報告
亦載入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之若
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分類資料

(a) 收益

收益指年內本集團就向外界顧客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已收及應收特許權費用
及租賃收入。

本集團之收益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文化產品 — 522,709
銷售系統及相關產品 92,737 583,010
特許權費（附註） — 927,399
提供服務 26,270 31,398
租賃系統產品 21,847 25,910  

140,854 2,090,426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本集團與多名獨立第三方簽訂協議授予他們非獨家權利以開發
及採用本集團系統及網絡設計，此合約各方可在知會本集團的情況下，自行分配、轉
讓、委託、分判或再授權任何其各自之權利。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
收取合共792,285,000港元之總收入為不可退回，此收入包括於特許權費收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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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乃根據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會計政策而制定之內部管理報告識別，並由本公司執行
董事定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各分類並評估其表現。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三個經營
及可報告分類劃分如下：

• 銷售文化產品 — 包括文化產品貿易之收入

• 系統銷售及特許權 — 包括銷售系統及相關產品、軟件特許權及訂製以及
提供相關服務之收入

• 租賃系統產品 — 包括租賃系統產品之收入

經營及可報告分類之會計政策與綜合財務報表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各可報告
分類所賺取之除稅前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財務成本、未分配之收入及開支（如中央行政成本及
董事薪酬等）。此乃向本公司執行董事 — 主要經營決策者 — 報告之計量方式，以供其作出資源分
配及評估分類表現。

有關上述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銷售文化
產品

系統銷售
及特許權

租賃系統
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 119,007 21,847 140,854    

業績
分類業績 (1,740,595) (8,891) 3,045 (1,746,441)   

利息收入 18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167
財務成本 (146)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11,935) 

除稅前虧損 (1,75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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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文化
產品

系統銷售
及特許權

租賃系統
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522,709 1,541,807 25,910 2,090,426    

業績
分類業績 78,064 (98,443) 3,511 (16,868)   

利息收入 3,37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1,773
財務成本 (350)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15,677) 

除稅前虧損 (17,749) 

銷售文化
產品

系統銷售
及特許權

租賃系統
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用於計量分類溢利或虧損 
之金額：
攤銷及折舊 — 14,318 1,334 15,652
就存貨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1,740,108 — — 1,740,108
就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所 
確認之減值虧損 — 14,650 — 14,65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用於計量分類溢利或虧損 
之金額：
攤銷及折舊 — 501,025 2,326 503,351
就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所 
確認之減值虧損 — 633,604 — 633,604    

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未有就資產及負債作出定期審閱，故未有將其納入於分類報告內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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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本集團分別按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劃分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分析載列於下表：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包括香港及澳門 — 888,695 11 21,715
歐洲（主要為英國及德國） 140,854 432,571 31,355 31,814
日本 — 470,738 — —

其他 — 298,422 — 1,571    

140,854 2,090,426 31,366 55,100    

3. 攤銷及折舊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之攤銷（計入銷售成本內） 7,044 492,51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行政支出內） 8,608 10,836  

攤銷及折舊總額 15,652 503,351  

4.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支出：
— 英國（「英國」）企業所得稅 272 —

— 德國企業所得稅 129 —

— 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 4 —  

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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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英國企業所得稅自20%減至19%。英國企業所得稅乃以源自英國之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19%及20%（二零一六年：20%）之稅率計算。

根據德國之法規及規例，本集團須就於德國進行業務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按15%（二零一六年：
1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馬來西亞之法規及規例，本集團須就於馬來西亞進行業務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按24%（二零
一六年：24%）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之附屬公司於兩年
內之稅率均為25%。兩個年度均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估計應課稅溢利。

香港利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六年：16.5%）之稅率計算。於兩年內，就
香港利得稅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實際稅率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利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而
此等溢利已獲豁免澳門所得稅或毋須於其他司法地區繳納任何稅項。

5.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未派發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完結後亦未建議派發任何
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756,58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為11,764,000
港元）及已發行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986,538,000股（二零一六年：986,538,000股）計算。

由於兩年內並無潛在可發行普通股，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內之每
股經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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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年初 4,641,108 5,353,579
匯兌調整 (7) (908)
撇銷 — (692,35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19,205)  

年結 4,641,101 4,641,108  

攤銷及減值

年初 4,619,414 4,203,212
匯兌調整 (7) (725)
年內撥備 7,044 492,515
撇銷 — (692,35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16,834)
已確認減值虧損 14,650 633,604  

年結 4,641,101 4,619,414  

賬面值

年結 — 21,694
  

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包括設立及開發系統及網絡之所有直接成本。本集團之系統及網絡開發成本按估計
經濟可使用年期1至2年（二零一六年：1 至3年）予以攤銷。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亞太地區市況持續疲弱，管理層對本集團有關系統銷售及特許
權分類業務進行策略性審閱。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本集團與多名獨立第三方（作為開發商參與業務）
簽訂協議授予非獨家權利以開發及採用部分本集團開發系統及網絡設計，總代價為792,285,000港元，
已計入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益。本集團保留其銷售該等產品之非獨家權利。

基於授出非獨家開發及設計使用權利之安排，本集團已修訂若干假設（包括預期銷量及價格），就系統及
網絡開發成本制定預算及估計現金流。管理層以使用價值計算法按經修訂估計現金流估計可收回金額為
21,694,000港元，減值虧損633,604,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損益確認。項目估
計現金流預測涵蓋一至三年，並根據管理層批核之財務預算按介乎10%至25%比率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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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末，本公司董事重估本集團系統及網絡於亞太地區之市況，認為較
過往預期更差。此外，系統銷售及特許權分類業務並無於亞太地區產生任何收益。管理層對本集團於亞
太地區之系統銷售及特許權分類業務進行減值審閱。減值評估已計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授予獨立第三方非獨家權利以開發及採用部份本集團已開發之系統及網絡設計後，本集團將不會就該
分類進一步提供開發成本。以使用價值計算之可收回金額估計為零，因此全數減值虧損14,650,000港元
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損益確認。

8. 存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6,602 6,578
在製品 5,786 4,243
製成品（附註） 1,645,933 3,386,487  

1,658,321 3,397,308  

附註： (i) 製成品包括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持作轉售之文化產品（包括寶石及古董）1,638,975,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3,379,083,000港元）。

(ii) 合共143件文化產品中，約82%或117件（二零一六年：合共143件文化產品中，約82%
或117件）乃按寄售方式存放於本公司董事兼主要股東簡文樂教授全資擁有之公司經營之
博物館內，分別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止。

(iii) 董事認為，製成品1,592,538,000港元預計不會於一年內變現。

本集團已聘請文物產品╱玉石專家就文化產品存貨進行鑑證。根據該等專家之意見，需要對部份文化產
品存貨項目進行品位下調及重新分類。本集團已聘請獨立估值師按照文物產品╱玉石專家就該等文化產
品之品位及分類之結論，重估上述存貨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時市場價值。因上述評估關係，本
集團管理層判定部份文化產品存貨項目之可變現淨值低於其成本，差額合共達1,740,108,000港元。故
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確認減值虧損1,740,1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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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7,833 23,729
應收其他賬款 18,095 10,553  

35,928 34,282  

本集團就其貿易客戶實行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貨品之性質、行內規範及市場情況
而給予客戶介乎3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就銷售文化產品之信貸政策為到貨付款。預繳供應商款
項及應收其他賬款乃無抵押、不計息及可退還，並預計於報告期完結後十二個月內兌現。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16,178 20,669
61 — 90日 1,600 156
91 — 180日 55 2,904  

17,833 23,729  

1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7,487 10,975
應付其他賬款 48,596 50,065  

56,083 6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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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7,487 10,975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60日。

應付其他賬款主要為預收客戶款項21,18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1,938,000港元）及預提費用。

1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本集團出售其於Vision Kingdom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佳盛（澳門離岸商業服
務）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予一名獨立第三方，代價為3,000,000港元，以現金悉數償付。該代價已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悉，並計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其他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已出售淨資產之賬面值為833,000港元，主要為按金、銀行結餘及現金
863,000港元、應收其他款項58,000港元及應付其他款項88,000港元。出售之淨收益為2,16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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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下節載述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不發表意見

吾等不對　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表述意見。由於在吾等的報告中不發表意見之基礎一節所
描述事項之重要性，吾等未能獲得足夠恰當的審核憑證，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審核意見提
供基礎。就所有其他方面而言，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妥為
編製。

不發表意見之基礎

範圍限制 – 因將文化產品品位下調及重新分類導致存貨減值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包括文化產品，其成本達3,379,083,000港元。
該等文化產品乃　貴集團於上一財政年度下半年，由　貴集團前管理層於主要業務（買
賣文化產品）過程中購入。與上一財政年度完結時所進行之減值回顧一致，　貴集團管
理層已聘請文物產品及玉石專家（「現任專家」），就文化產品存貨進行抽樣鑑證。鑑證之
後，現任專家向　貴集團管理層表示，需將部份文化產品存貨作品位下調及重新分類。
現任專家之結論與　貴集團前任管理層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進行品位及分類檢討
結果不一致，有關檢討乃由另一組文物產品及玉石專家（「前任專家」）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就文化產品存貨抽樣進行實地鑑證。因文化產品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之品位及分類不一致，　貴集團現任管理層議決盡快安排另一組文物產品及玉
石專家，就文化產品之品位及分類進行全面鑑證（「全面鑑證」）。於本報告日期，　貴
集團管理層仍在識別及安排合適專家團隊，以進行全面鑑證。為編製本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　貴集團管理層按照現任專家就該等文化產品之品位及分類之結論，重估上述存
貨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時市場價值。因上述評估關係，　貴集團管理層判定部
份文化產品存貨項目之可變現淨值低於其成本，差額合共達1,740,108,000港元。故此，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確認減值虧損1,740,1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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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前任專家及現任專家就文化產品之品位及分類之書面結論不一致，加上，於本報告日
期並無足夠恰當的審核憑證供吾等確定　貴集團現任管理層就文化產品所評估之可變現
淨值，故此，吾等未能信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確認為開支之減值虧損
1,740,108,000港元及文化產品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1,638,975,000港元不含重大
錯誤陳述成份。如須就上述各項作出任何調整，或會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以至於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資料有重
大影響。

由於該等事項關係，吾等未能確定是否須就存貨，以及編製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
合股本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動表之其他項目作出任何調整。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收益

於回顧年度，看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錄得收益約為
141,000,000港元，而去年約為2,090,000,000港元，相當於減少約93%。這主要是由於近年來
系統及網絡發展投資規模縮減，以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出售開發及採用本
集團系統及網絡設計之非獨家權利（否則應為本集團獨家）後，導致並無產生特許權費。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系統銷售及特許權及租賃系統產品之收益主要來自其英國主要附屬公
司Multitone Electronics PLC（「Multitone」），其於回顧年度錄得收益141,000,000港元，而去
年約為160,000,000港元，相當於減少約12%。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英鎊兌港元之匯率下跌
所致。事實上，以英鎊計值之收益較二零一六年增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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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回顧年度之虧損約為1,75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18,000,000港元）。本年度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5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12,000,000港元）。虧損主要由於年內
收益大幅下跌，及對系統和網絡開發成本及存貨所確認之減值虧損。每股虧損為178.05港仙
（二零一六年：1.19港仙）。

分銷成本

年內本集團之分銷成本主要來自Multitone，其於回顧年度錄得分銷成本約26,000,000港元，
較去年約30,000,000港元減少約13%。分銷成本減少，主要是由於英鎊兌港元之匯率下跌所
致。事實上，以英鎊計值之分銷成本增長4%。

一般及行政開支

由於業務重整關係，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約84,000,000港元減少約39%至年內約
51,000,000港元。

攤銷及折舊

因資訊科技系統及網絡發展規模縮減，年內攤銷及折舊成本大幅下跌至約16,000,000港元，
去年則約為503,000,000港元。

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董事持續研究資訊科技行業之市場狀況，擬投資具高盈
利潛力之領先技術。然而，除Multitone擁有及開發之系統外，尤其是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授予獨立第三方非獨家權利以開發及採用部份本集團已開發之系統及網絡設計
後，董事未能確定本集團擁有之其餘系統是否仍然為本集團產生任何收益。董事注意到本年
度系統銷售及特許權分類業務並無於亞太地區產生任何收益，認為預測於可見將來該等系統
不會產生任何正現金流為審慎之舉。因此，管理層決定不會進一步投資亞太地區現有開發項
目，惟將維持於歐洲地區之投資，此乃由於相關技術仍處良好發展階段，且Multitone管理層
不斷增加其於歐洲不同地區之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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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聘請文物產品╱玉石專家就文化產品存貨進行鑑證。根據該等專家之意見，需要對
存貨中部份文化產品項目進行品位下調及重新分類。本集團於其後聘請獨立專業估值師Hilco 

Global Greater China Limited（「Hilco」）對本集團之存貨進行估值。Hilco所編製之估值（以文
物產品╱玉石專家之分類及意見為基準）反映，因品位下調及重新分類關係，部份文化產品
存貨項目之公平價值跌至低於賬面值，故此已於回顧年度就存貨確認約1,740,000,000港元之
減值虧損。

由於文化產品一般屬於滯銷特質，董事預計部份存貨於報告期末後12個月內仍未售出。管理
層認為估計售出全部存貨需時多年並不意外。然而，由於董事之目標為盡最大努力於未來24

個月內出售大部份（如非全部）現有存貨，因此並無就此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賬目中作出撥備。市況出現任何變動將影響未來數年之溢利或虧損。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之賬面值約為1,658,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3,397,000,000港
元）。

財務成本

由於年內償還部分銀行貸款，年內財務成本減少至約100,000港元，去年則約為 400,000港
元。

業務回顧

隨著於二零一六年十月更換管理層，新管理層採取戰略計劃以重整當時之現有業務，包括銷
售存貨、在英國進一步發展系統銷售及特許權業務，以及涉足中國板塊之商機。

原管理層辭任及退任，先前銷售文化產品之銷售渠道及業務網絡亦同時瓦解。故此，本集團
需要就銷售文化產品重建新銷售渠道及業務網絡。

本集團全資擁有之英國附屬公司Multitone為醫療保健、老人護理、地方政府及零售市場提
供通信系統解決方案之領先供應商，持續改善其現有系統並開發新系統，以滿足客戶需求。
Multitone專門從事設計及製造通信系統及設備，尤其是開發及提供集成式關鍵性通信系統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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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層正與Multitone合作，將其產品引入香港及中國市場。此外，Multitone管理層
近期到訪香港後，本集團管理層確定會全力支持Multitone開拓大中華區市場。

本集團一直於系統銷售及特許權分類探索商機，以將客戶擴展至不同地區（特別是中國市
場），並改善文化產品銷售業務板塊的銷售渠道及業務網絡，預計將於適當時候帶來正面業
績。

展望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業務回顧載於上文「業務回顧」一節，而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之前景則如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中期報
告」）所述大致維持不變。

概覽

對北韓緊張局勢及美國聯儲局可能加快加息之關注，使有些投資者逃離風險資產。惟我們相
信，北韓緊張局勢大幅升級或美國聯儲局急速收緊之可能性頗低。

由於金融市場基礎仍然健康，全球經濟亦屬健全，我們相信未來數年金融市場可更進一步。

鑑於資金流動性收緊以及地產界冷卻政策，我們對中國物業開發前景審慎。然而，於過往數
年之情況相似，不論整體地產市場狀況如何，深圳市物業升勢持續，深圳外圍地帶之物業亦
預期會繼續增長。

文化藝術品投資

在集團庫存中擁有大批的藝術品以及壽山田黃石及昌化田黃。田黃石於中國普遍被視作「寶
石之王」。該等產自福建及浙江省之寶石自古被認為如黃金般貴重，這早已反映在市場價格
上，現時價格比黃金價值更高。管理層對這些貴重資產十分重視，同時集團認為可憑藉這資
源的優勢，進行對該些藝術品的變現計劃。

為確定其於過去數年之上漲趨勢，因此管理層已另委任獨立估值師重新評估田黃寶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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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行業投資計劃

拍賣行業正在展開新一頁，由於有關拍賣商及古董收藏家之電視真人秀所掀起的熱潮。拍賣
行業不但沒有從各項領域中消失，大量買家正熱衷於在拍賣場中競投二手商品。

本集團已計劃招募精英及富有技巧之拍賣專才發展拍賣行項目。另考慮將轉以現場拍賣方式
作為本集團提升項目本身市場佔有率的方式之一。

保險庫及儲存庫

本集團有意通過涉足保險庫行業，以配合其於拍賣行之業務發展計劃，旨在設計及建造高安
全度、預製組合及模組化之保險庫，以供出售及租賃之用。該等高質量及安全之結構可儲存
各類貴重物品，使該等物品免受盜竊、侵襲或被脅持交出之風險。該等保安系統之主要特點
為提供於拍賣前後之直接倉儲，保障客戶隱私、確保拍賣相關交易之成本減至最低，同時亦
可從香港對大部份文物之免稅政策中獲益。

綜合以上文化藝術品投資、拍賣行業投資計劃及保險庫及儲存庫項目投資，集團對將來是充
滿信心的，因為這三項的投資的成功，可使集團往後可以以大宗交易模式進行貿易相關交
易，同時也可以讓大眾有更好的渠道參與，為日後藝術品證券化鋪路。

通信系統

Multitone在英國及德國均擁有極大部份的市場佔有率，其將探索之目標新市場包括亞洲及東
歐。Multitone將於香港與本集團管理層合作，將其產品引入中國市場。管理層認為，中國對
相關通信系統及設備需求甚殷。另一方面，本集團管理層將與Multitone緊密合作，物色中國
製造之高質量電子產品，並通過目前於歐洲之完善分銷渠道進行推廣。

教育產業

學前教育投資計劃

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0-6歲嬰幼兒數量為1.05億人，其中城市0-6歲嬰幼兒數量
為2,291萬人，鄉鎮0-6歲嬰幼兒數量為8,21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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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21,966元，比上年增長8.9%，提升了居民對生活
條件及培育下一代的需求與意願。

目前中國正迎來一個20-29歲育齡人群數量的高峰，隨著第四次「嬰兒潮」的來臨和「二胎政
策」的落實，龐大的新生兒群體將會帶來巨大的嬰幼兒教育市場空間。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10-2020）》，中國學前教育市場每年的規模為人民
幣3,500億元，其中0-3歲早教市場人民幣1,500億元，年複合增長15%；3-6歲幼教市場有人
民幣2,000億元市場規模，年複合增長20%。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截至二零一五年，中國內地共有233,683所幼稚園，比二
零一四年增加23,802所，增幅為11.3%。其中，民辦幼稚園為146,376所，佔62.6%。

預計到二零二零年，中國內地的幼稚園總數將超過30萬家，其中民辦幼稚園接近20萬家。

可見，中國內地的學前教育行業市場空間巨大。

為抓住中國內地巨大的學前教育市場機遇，本集團擬成立教育投資管理公司，作為對國內教
育產業的投資平台，並整合相關優質教育資源後，開展對相關學前教育項目的投資。

內部監控

由於可靠且具成本效益之內部監控系統乃成功營運、業務日常運作及達致其業務目標之根
基，新管理層已委聘專業內部監控顧問進行本集團整體營運（不包括Multitone之營運，根據
新管理層之觀察及研究，其營運為可靠及有效）之研究。董事會正實施該顧問提出之建議，
以改善本集團整體內部監控，並預防再次出現過往之缺失。

該報告已經定稿，管理層亦採取適當補救措施以矯正任何缺失，同時實施新系統，以確保未
來之業務以有效及適當之方式進行。管理層有信心，當新的作業程序暢順運作後，本集團之
收益以及溢利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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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所述，本集團嘗試藉著該顧問之建議，以於策略、治理及
管理流程中納入且實施更佳內部監控。除與財務營運及報告直接相關者之外，亦會涵蓋本公
司活動及營運之全部範疇。我們之長期目標乃不僅涵蓋可被廣泛定義為合規性事務之業務層
面，亦擴展至業務之業績層面。

管理層明白到良好之內部監控須要顧及業務之具體性質及需求。因此，本集團將力求展現出
良好之業務實踐，隨著時間之推移於不斷演變之商業環境中與時並進，並使本集團能夠響應
業務與行業之具體需求。

本集團之管理層最終目標是盼望集團能把握商機以獲得最大利益，且減少因潛在之風險而產
生之損失。

董事對獨立核數師意見之意見

顧名思義，審計準則及指引應該用作就核數師發表意見提出指引，使審計報告之讀者更深入
理解而非誤解財務報告之內容。

同時，本公司董事明白，核數師應有責任嚴格遵守審計準則及指引，且不得在其核數師報告
內向讀者具體闡述核數師在財務報表內其他並無遇到任何限制之部分是否確實恰當、真實及
公允。

遺憾地，就此而言，上述審計準則及指引很明顯並不合理，因為很容易會令公眾讀者產生錯
誤結論，認為財務報表所披露之其他資料並不可靠，或曾為核數師之工作帶來限制。

現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狀況及借貸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財務狀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率處於合理水平。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包括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之流動資金總額為約76,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74,0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為1,77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3,506,0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則約為64,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66,000,000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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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集團保持良好財務流動性，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70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3,440,000,000港元）。按集團貸款總額約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7,400,000港元）及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1,67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3,434,000,000港元）計算，集團之
貸款權益比率為0.002（二零一六年：0.00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貸款包括銀行貸款約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7,400,000港元），均將須於一年內償還（二零一六年：約3,7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約
3,700,000港元須於第二年內償還）。本年度之財務成本下降至約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400,000港元）。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直遵從審慎理財守則，財務狀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率處於低水平。本集團主要
透過內部營運資源、資本市場財務工具及銀行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金。

所有借貸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運用，按浮動利率計息，並以當地貨幣計值，因此，與本集團
借貸相關之外匯風險甚微。

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易、利率或匯率之投機買賣活
動。本集團之一貫政策是透過配對外幣收入及支出直接管理外匯風險；假如預計可能出現外
匯風險，本集團將運用合適之對沖工具。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簽署合約之資本承擔為零（二零一六年：
10,000,000港元）。該等資本承擔乃關於購入物業、廠房與設備，以及開發系統及網絡之用。

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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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重大投資、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以及重大投資或
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及合營
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並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添置計劃。

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全球聘用約210名員工。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內之僱員成本為76,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95,0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參考市場水平並按照各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

本公司董事之酬金乃由本公司之人力資源及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個人表
現、可資比較公司支付之工資，以及按相關董事職務需付出之時間及須承擔之責任等因素作
出建議。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上市證券。

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初步公佈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大華馬施
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數
額。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進行之核證聘用工作，故大華馬施雲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不會對本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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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企業管治守則之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除
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全體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儘管非執行董事並無獲委任指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條文，非執
行董事應輪席退任及符合資格膺選連任。於本公司各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之董事
（或倘其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之人數）須輪席退任，故各董事須至
少每三年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足以達到企業管治守則之相關目標。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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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
等各自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其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廖嘉濂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廖嘉濂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杜妍芳女士；及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慕嫻女士、鍾秀維女士及葉丞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