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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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YI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匯 銀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業績

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七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46,824 53,524
銷售成本 (35,772) (36,900)

  

毛利 11,052 16,624
其他收入 4 6,877 4,391
銷售及分銷成本 (3,842) (3,862)
行政管理費用 (50,850) (57,090)
其他經營費用 (131,269) (32,347)

  

經營虧損 5 (168,032) (72,284)
財務支出 6 (278) (60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8,310) (72,888)
所得稅抵免 7 708 1,925

  

本年度虧損 (167,602) (70,963)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6,670 (4,770)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160,932) (7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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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67,059) (70,505)
 非控股權益 (543) (458)

  

(167,602) (70,963)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0,392) (75,262)
 非控股權益 (540) (471)

  

(160,932) (75,7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2.85)港仙 (1.4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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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08 2,578
投資物業 10 30,059 30,287
無形資產 9,697 14,021
商譽 3,703 3,703
其他應收賬款 24,852 30,550
其他資產 11 – 110,039

  

71,919 191,178
  

流動資產
存貨 9,200 19,153
貿易應收賬款 12 47,009 37,446
應收貸款 10,000 –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78,278 82,466
現金及銀行結存 31,178 18,069

  

175,665 157,13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9,039 13,181
已收貿易訂金 8,524 8,36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23,515 5,700
應付董事款項 452 4,728
借款 – 16,000
應付稅項 188 70

  

41,718 48,045
  

流動資產淨值 133,947 109,0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866 300,26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94 2,302

  

資產淨值 204,272 297,9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48,828 124,107
儲備 55,204 173,078

  

204,032 297,185

非控股權益 240 780
  

總權益 204,272 29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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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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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的統稱）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除重估若干資產及負債外，所採用的計量基準為
歷史成本慣例。

繼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批准更改公司名稱的特別
決議案後，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發出更改公司名稱註冊
證書，而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發出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名稱註
冊 證 明 書，證 明 本 公 司 已 將 其 名 稱 更 改 為「Huiyin Holdings Group Limited」（前 稱「Share 

Economy Group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其雙重外文名稱，
以取代「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實體須作出披露，讓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評估自融資活
動產生的負債變動。應用有關修訂本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除上述影響外，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
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以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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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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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號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正、縮減或結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撥投資物業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連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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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間出售或注入
 資產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除外）的
 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的
 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4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預期，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8號乃一項披露準則，規定營運分部須按照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的本集團
各組成部份的內部報告劃分，以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營運分部按提供本集團各組成部份資料的內部報告劃分。該等資料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
者，並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a) 分部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準監察
各須予呈報分部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各須予呈報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或該等
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各須予呈報分部。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不會分配至個別分部。

分部資產及負債主要包括各分部直接應佔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流動資產及流
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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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已將本集團業務重組為以下七個須予呈報分部：

(i) 天年素系列產品：生產及買賣含天年素複合物的床上用品產品、內衣及保健配
件以及多功能製水機；

(ii) 保健食品：買賣保健食品；

(iii) 燕窩產品：買賣燕窩產品；

(iv) 電子及氧化鈧產品：買賣電子及氧化鈧產品；

(v) 蜂蜜產品：買賣蜂蜜產品；

(vi) 物業投資：租金收入；及

(vii) 其他：於香港提供貸款融資及其他。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部的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其他分部資料：

天年素系列產品 保健食品 燕窩產品 電子及氧化鈧產品 蜂蜜產品 物業投資 其他 綜合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13,462 29,404 5,470 5,439 2,606 – 21,503 – 2,965 18,538 144 137 674 6 46,824 53,524

                

分部業績 (402) 6,317 (1,375) (3,911) 1,228 – 694 – (8,754) 2,741 (1,082) (8,403) 574 (10,603) (9,117) (13,859)
                

其他未分配收入 6,877 4,391
未分配開支 (165,792) (62,816)

  

經營虧損 (168,032) (72,284)
財務支出 (278) (60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8,310) (72,888)
所得稅抵免 708 1,925

  

本年度虧損 (167,602) (7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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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素系列產品 保健食品 燕窩產品 電子及氧化鈧產品 蜂蜜產品 物業投資 其他 綜合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二零

一八年
二零

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4,074 46,661 2,393 20,035 48,591 8,457 15,523 – 37,443 46,697 69,107 89,313 10,884 215 208,015 211,378
未分配資產 39,569 136,934

  

資產總值 247,584 348,312
  

分部負債 14,820 6,660 493 746 93 – – 7 5,827 4,975 132 128 – – 21,365 12,516
未分配負債 21,947 37,831

  

負債總額 43,312 50,347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290 307 21 25 – – 84 – 72 23 – – 2 3 469 358
未分配折舊金額 176 79

  

645 437
  

無形資產攤銷 36 34 4,189 4,190 – – – – – – – – 15 1,123 4,240 5,347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 – 65 22 – – – – – 9,225 – – – – 239 9,247 304
  

資本開支 * 25 306 – – – – 729 – 144 246 – – – – 898 552
未分配資本開支金額 903 13

  

1,801 565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b)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外來客戶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分佈以下地區：

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0,612 23,983 15,185 18,202

中國 16,212 29,541 31,882 32,387
    

46,824 53,524 47,067 5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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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以下為佔產品貿易總銷售額超過10%的客戶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電子及氧化鈧產品） 19,571 –

客戶B（保健食品） 5,470 5,439

客戶C（蜂蜜產品） 不適用* 18,538

客戶D（天年素系列產品） 不適用* 16,259

客戶E（天年素系列產品） 不適用* 7,411
  

* 客戶C、D及E於本年度所佔收益不超過10%。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a) 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46,680 53,387

租金收入 144 137
  

46,824 53,524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如適用）後的銷售貨品發票淨值；
租金收入指物業租賃收入。所有集團內部的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b)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287 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 22

匯兌收益 – 440

撥回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 445 163

銷售組成部分物料 1,042 3,054

其他 102 662
  

6,877 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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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920 780
 非審核服務 210 100
售出存貨成本 35,772 36,9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2,990 19,661
 退休金計劃供款 1,217 530

  

24,207 20,19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645 437
無形資產攤銷* 4,240 5,347
土地及樓宇相關經營租賃費用 # 5,806 5,189
就其他應收賬款確認的減值虧損* 4,773 3,163
就貿易應收賬款確認的減值虧損* 1,120 1,925
就無形資產確認的減值虧損* 85 6,357
就商譽確認的減值虧損* – 4,838
撇銷其他資產的虧損* 110,039 –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1,082 7,9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84 21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 9,247 304
銷售組成部分物料成本* 552 2,107
匯兌虧損 # 469 –

  

* 列入其他經營費用內
# 列入行政管理費用內

6. 財務支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款利息 278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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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概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原因為年內於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七年：無）。
其他地方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司法權區當時的適用稅率根據年
內有關該司法權區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七年：
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抵免 (708) (1,925)
  

(708) (1,925)
  

8. 股息

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呈列的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6706

億港元（二零一七年：虧損約7,051萬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863,731,000

股（二零一七年：加權平均數4,894,400,000股）計算。

由於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
無就購股權的潛在攤薄影響調整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所呈列的每股基本
虧損金額。

10. 投資物業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
年初結餘 30,287 38,721

於損益確認的公平值變動 (1,082) (7,991)

匯兌調整 854 (443)
  

年終結餘 30,059 30,287
  

本集團所持有以賺取租金的所有投資物業獲分類為投資物業並入賬列作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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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投資物業均位於中國，訂有中期租約。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平值已按與本集團並無關連的獨立合資
格專業估值師利駿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所作估值而達致。

於估計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時，物業的最高及最佳用途為目前用途。

本集團投資物業公平值計量的全部金額獲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界定的第三
層級。

有關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的資料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的輸入值 範圍

投資物業 直接比較法 物業特性的折讓率 –37.2%至–1.9%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採用直接比較法釐定，按照該等物業各自現有狀況及用途，假設可即
時交吉出售，並參考可資比較銷售憑據後，按市場基準對該等物業估值。物業的特性包
括地點、大小、形狀、景觀、樓層、落成年份及其他因素於進行估值時會一併考慮。物業
因擁有較好特性而獲得，將會導致按較高公平值計量較高溢價。

11. 其他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產 – 110,039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二零一六年五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日、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二
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公告（「該
等公告」）。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天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買方」）與ECrent 

Holdings Limited（「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ECrent (Hong 

Kong) Limited全部股本權益及YSK 1860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的0.45%股本權益（統稱「該
等投資」）。

誠如該等公告所載，本公司早前已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以審閱本公司前董事會成員於
有關時間就於二零一六年收購該等投資而進行的投資過程。本公司亦已委聘獨立執業會
計師天健德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事宜編製調查報告。經計及獨立調查報告的發
現後，本集團目前並無收回該等投資的具體計劃。因此，該等投資已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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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58,581 47,751

減：累計減值虧損 (11,572) (10,305)
  

47,009 37,446
  

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691 1,290

31至60日 5 6

61至180日 34 2,062

逾180日 35,279 34,088
  

47,009 37,446
  

結餘中包括於報告日期已逾期賬面值總額為3,528萬港元（二零一七年：3,409萬港元）的貿
易應收賬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貿易應收賬款計提減值虧損撥備是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
大變動，且有關金額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貿
易應收賬款並不計息。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2 –
31至180日 143 –
逾180日 35,138 34,088

  

35,313 34,088
  

呆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10,305 8,272
貿易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 1,120 1,925
匯兌調整 147 108

  

年終結餘 11,572 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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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的信貸期因應與不同供應商協定的期限而異。本集團根據逾期日的貿易應
付賬款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92 426
31至60日 371 264
61至180日 247 5,503
逾180日 7,629 6,988

  

9,039 13,181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25港元 2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 4,456,291,922 111,407

 根據收購附屬公司發行股份 a 487,992,111 12,200

 行使購股權 b 20,000,000 5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4,964,284,033 124,107

 配售新股份 c 988,850,000 24,72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5,953,134,033 148,828
  

附註：

(a)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十 六 日，本 公 司 發 行487,992,111股 股 份，作 為 收 購ECrent（Hong 

Kong）Limited的全部股本權益以及YSK 1860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的0.45%股本權益
的代價。

(b)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購股權持有人周堅銘先生按行使價每股0.145港元行使合
共20,000,000股普通股。

(c)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以向最終實益擁有人
配售合共988,850,000股新股份，每股配售股份作價0.07港元。配售其後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日完成。



– 14 –

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
數師報告摘錄

以下為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外
聘核數師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發出的獨立核
數師報告摘錄：

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除了保留意見之基礎一段所述事宜之影響外，綜合財務報表已遵
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於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表現
及綜合現金流量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
製。

保留意見之基礎

年初結餘及相應數字

有關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七
年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載有有關就收購 (i)ECrent (Hong Kong) Limited全部股
本權益；及 (ii)YSK 1860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的0.45%股本權益的審核範圍
限制的可能影響的保留意見（「保留意見」），有關詳情已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核數師報告。

由於二零一七年財務報表構成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相應數字的基準，
就保留意見有必要作出的任何調整會對 (i)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的綜合財務狀況的年初結餘；(ii)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報表相應數字；及 (iii)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的相關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
吾等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須承
擔的責任」一節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
（「守則」），吾等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根據守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吾等相信，
吾等已獲取充足及適當的審核憑證，作為吾等保留意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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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一八年財政年度（「本年度」），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因應瞬息萬
變的經濟狀況調整其業務發展計劃。

日益加劇的中美貿易磨擦，難免對中港兩地經濟造成影響。於本年度，受天
年素系列產品及蜂蜜產品需求放緩所拖累，本集團銷售額有所下滑，盈利表
現未如理想。故此，本集團已積極對旗下所有表現欠佳的業務進行重組，並
推動產品組合多樣化。在現有業務板塊當中，本集團一直選擇擴展盈利表現
較為理想的業務。儘管本集團錄得本年度虧損淨額約1.6760億港元（二零一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約7,096萬 港 元），其 包 括 與 本 集 團 收 購YSK 1860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ECrent (Hong Kong) Limited（「收購事項」）事件有關的一次性開
支約1.1314億港元。

與調查收購事項有關的一次性開支包括撇銷收購事項的投資成本1.1004億港元，
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310萬港元。

財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本年度綜合收益約4,682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5,352萬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減少約12.52%。毛利減少至約1,105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約1,662萬港元），毛利率約為23.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年度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384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386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減少約0.52%或約2萬港元。

行政管理費用

本年度行政管理費用（包括一次性法律及專業費用310萬港元）約為5,085萬港元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5,709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減少約10.93%或約624萬港元，此乃由於在二零一七年七月展開管理重組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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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虧損

本集團錄得本年度虧損約1.6760億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虧損約7,096
萬港元）。本集團錄得虧損，乃主要由於重組表現未如理想的買賣業務、本集
團實行嚴格成本控制以及產生與收購事項有關的一次性開支所致。

更改公司名稱

繼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批准更改公司名
稱的特別決議案後，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發
出更改公司名稱註冊證書，而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
發出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名稱註冊證明書，證明本公司已將其名稱更改為「Huiyin 
Holdings Group Limited」（前稱「Share Economy Group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匯
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其雙重外文名稱，以取代「共享經濟集團有限公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合共79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87名）
僱員，其中53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61名）在中國大陸及紐西蘭工作，及
26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6名）派駐香港。本年度薪金總額（不包括董事
酬金）為約1,741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1,126萬港元）。薪酬待遇包
括薪金、強制性公積金、花紅、法定供款及醫療津貼。

外匯風險及管理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均位於中國大陸，而主要營運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本公司定期及積極關注人民幣匯率波動情況，並持續評估匯兌風險。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3395億港元（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1.0909億港元）。本集團於當日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約3,118
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1,807萬港元）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
值，而本集團於本年度結束時並無借款（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1,600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4.21（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3.27）及3.99（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87）。該等比率上
升主要由於流動營運資金因於本年度完成集資活動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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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即於各年度結束時總借款除以總資
產）為零（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59%），變動因於本年度償還借款所致。

本集團依然沒有結構性投資產品、外匯合約及上市股份、債券及債權證投資。

本集團的政策為採取審慎財務管理策略及維持合適流動資金水平，以應付營
運需求及把握收購機會。

資本承擔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或投資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經營租賃承擔約為339萬港元（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887萬港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本報告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或然負債

於本報告年度結束時，本集團或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任何第三方抵押任何資產作為抵押
品（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與浙江草根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草根網絡」）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旨在借助雙方各自業務的實力（包括本
公司已建立的傳統貸款業務及草根網絡多年在互聯網金融綜合服務平台產業
累積的經驗與優勢）建造國際領先的互聯網金融綜合服務平台。戰略合作協議
其後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終止。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本公司與愛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愛能森」）訂
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此，雙方同意在（其中包括）清潔能源技術、
發展低碳、綠色環境、能源轉型及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等領域合作。諒解備忘
錄將自諒解備忘錄日期（或本公司與愛能森可能書面協定的較後日期）起計一
個月維持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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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與正八集團有限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有關可能收購Sky Happiness Limited（該公司從事物業投資及
擁有一項位於香港駱克道353號三湘大廈20樓總建築面積約為4,765平方呎的
物業）全部股權的諒解備忘錄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 Joyful Sail Limited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五月七日有關出售天年麥蘆卡豐源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出售協
議（「出售協議」）失效，原因為出售事項的條件未能於最後截止日期前達成，而
出售協議訂約方並無協定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出售協議及有關交易詳
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配售新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已就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完成配售新股份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6,700
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按擬定用途悉數動用全部所
得款項淨額作為本集團擴充現有業務所需一般營運資金。

前景展望

本集團相信其在可見未來仍繼續面臨多項利淡因素影響。

隨著國際貿易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及國內持續專注將發展經濟由「高速」轉
向「高質」，堅守金融去槓桿化及風險防範政策，中國經濟短期內將會放緩，惟
有關變動長遠而言仍可促進經濟穩定及健康增長。

在此等環境下，為改善經營表現，削減成本乃優先措施。本集團亦將繼續整
頓及重組業務，採取利好貿易業務增長的措施，不斷豐富本公司產品種類，
開拓更多營銷渠道及客戶群，並就推廣新業務進行可行性研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一直致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董事相信，健全及合理的企業
管治常規對本集團增長以及保障及盡力擴大股東權益實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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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原則，並已遵守守則內各項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載述
及闡釋偏離守則條文A.2.1、A.2.7、A.4.1及C.1.2的情況除外。

據本公司所深知，董事會成員之間不存在財務、業務、家屬或其他重大或相
關關係。

根據守則條文A.2.1，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
繼周國華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辭任本公司主席後，於本年度部分時間，
鑑於董事會仍在物色合適人選，本公司並無委任任何人士擔任本公司主席。
因此，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期間，主席之職
能由董事會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有關安排讓所有擁有不同專業知識的董
事作出貢獻，並有利本公司制定一致的政策及策略。於孟昭億博士在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後，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A.2.1。
繼孟筱茜女士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後，於本年度部分
時間，鑑於董事會仍在物色合適人選，本公司並無委任任何人士擔任本公司
行政總裁。因此，行政總裁之職能由董事會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有關安排
讓所有擁有不同專業知識的董事作出貢獻，並有利本公司制定一致的政策及
策略。

根據守則條文A.2.7，主席應至少每年於執行董事避席的情況下與非執行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會議。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公
務繁忙，董事會主席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安排並無執行
董事出席之正式會議。儘管有關會議未能於本年度舉行，非執行董事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可透過電郵或電話聯絡董事會主席討論任何潛在關注事項及╱或
問題，並在有需要時安排舉行跟進會議。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連任。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若干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
無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當時為數三分之一的董事須
每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惟每名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
一次。因此，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因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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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C.1.2規定管理層每月須向董事會全體成員提供最新資料，載列有關
本公司的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明的詳細評估，讓董事會全體及各董
事可根據上市規則第3.08條及第13章履行職務。儘管本公司管理層並無定期
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每月更新資料，但管理層一直於適當時候向董事會成員提
供資料及更新資料。

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詳情將載於二零一八年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的組成

於報告期後，繼陳志華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後，本公司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審核委員會成員。因此，現有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數目降至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21
條分別規定的數目下限。

董事會現正物色合適人選填補空缺，並確保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委任一
名新增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3.21條規定。
本公司將於委任新增獨立非執行董事後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另行發佈公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在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賬目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公開可得資料並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的公眾持股量充足，不少於上市規則所規定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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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的數字，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列金額一致。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屬於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
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委聘工作，故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初步
公告作出保證。

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的刊發

此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本公司的二零一八年年報將適
時登載於該兩個網站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鉅成先生、陳雅文女士及施雁欣
女士；非執行董事肖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志恩女士及陳偉傑先生。

承董事會命
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施雁欣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