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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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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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 

 
Burwill Holdings Limited（寶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此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及綜合全面損益表及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資產負債表，連同二
零一七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收入 2 2,305,467 2,491,789 
銷售成本  (2,266,098) (2,456,404) 
    
毛利  39,369 35,385 
    
其它(支出)/收入及收益淨額 3 (52,281) 9,914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596) (38,661) 
一般及行政費用  (72,136) (44,847)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值  (18,814) - 
其它經營支出  - (85,801) 
購股權支出  - (26,160) 
    
經營虧損  (144,458) (150,170) 
融資成本 5 (57,944) (19,03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收益  (1) 202,445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虧損)  2,023 (86,840)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1,263) (16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1,643) (53,765) 
    
所得稅(支出)/貸項 6 (2,570) 1,188 
    
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204,213) (52,577) 
    
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94,451 37,700 
    
年度虧損  (109,762) (14,877)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9,496) (7,715) 
非控股權益  (266) (7,162) 

    
  (109,762) (1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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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續）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虧損)/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203,947) (45,415) 
已終止經營業務  94,451 37,700 
    

  (109,496) (7,715)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經重列) 
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及及及及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已終止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的每股的每股的每股的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7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港仙）  (4.02) (0.9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港仙）  1.86 0.76 
    
  (2.16) (0.15)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港仙）  (4.02) (0.9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港仙）  1.86 0.76 
    
  (2.1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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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綜合全面損益表綜合全面損益表綜合全面損益表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年度虧損  (109,762) (14,877) 
    
其它全面支出：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所佔聯營公司其它全面收入/(支出)  409 (3,845) 
出售附屬公司轉出換算調整  (55,515) (9,890) 
聯營公司重列作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出儲備  - (9,43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 (33,53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需作儲備調整  - 33,536 
貨幣匯兌差額  (16,683) 22,719 

未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收益列帳之資產投資公平

值變動  (3,463) - 
    
年度其它全面支出，扣除稅項  (75,252) (448) 
    
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185,014) (15,325) 

    
年度全面支出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4,748) (7,506) 
非控股權益  (266) (7,819) 

    
  (185,014) (15,325) 

    
全面(支出)/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223,950) (43,450) 
已終止經營業務  39,202 35,944 
    

  (184,748) (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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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3,754 
物業、機器及設備  1,869 90,774 
聯營公司投資  208,026 217,665 
合營公司投資  49,695 5,737 
財務資產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收益列帳  21,601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25,063 
會籍債券  1,473 1,47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206 15,861 

    
總非流動資產  296,870 360,327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86,024 35,190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  133,937 170,086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 8 699,462 704,600 
按金、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  402,315 253,011 
聯營公司欠款  129,062 120,163 
合營公司欠款  58 43 
可收回所得稅  649 87 
現金及銀行結餘  70,251 149,226 

    
總流動資產  1,521,758 1,432,406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1,818,628 1,79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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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本 9 510,962  497,283 
其它儲備  1,004,943  1,010,532 
累計虧損  (691,187)  (520,3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824,718  987,452 
非控股權益  (8,670)  (35,646) 
     
總權益  816,048  951,806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貸款  71,301  220,0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4  415 
土地復原及環境成本撥備  -  4,125 

     
總非流動負債  71,305  224,565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貸款  593,871  251,093 
合約負債  32,179  - 
欠聯營公司款項  516  568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 10 88,000  116,916 
其它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215,109  247,753 
應付所得稅  1,600  32 
     
總流動負債  931,275  616,362 

     
總負債  1,002,580  840,927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1,818,628  1,792,73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90,483  816,0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87,353  1,17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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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和

財務負債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撰之財務報表須應用若干重大會計評估，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本本本本年年年年度强制性度强制性度强制性度强制性生效之生效之生效之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的新訂或經修訂的新訂或經修訂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下列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 股份支付交易的分類與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4-2016週期年度改進

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修訂 房地產投資轉讓 

 
本集團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後須變更其會計政

策，有關首次應用後之影響摘要如下。上述其它準則及修訂並無對過往期間所確認的金額

造成任何重大影響，且預期不會對當前及未來期間造成重大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

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首次應用該準則之累積影響已於首

次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任何差額已於期初累

計虧損（或其它權益部分，倘適用）確認，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再者，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

成之合約追溯應用該準則。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以及相關詮釋編製，因此，若干比較資料可能無法比較。 
 
本集團確認來自以下主要來源（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 鋼鐵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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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累計虧損並無影

響。 
 
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確認金額作出的調整如下。並無載列未有

受到變動影響的項目。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過往呈報的 
賬面值 

 

重新分類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5號計算的 
賬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其它應付帳及應計

費用 247,753 

 

(20,359) 

 

227,394 
合約負債 -  20,359  20,359 

 
與客戶訂立銷售合約收取預付款約港幣20,359,000元，原先列作其它應付帳款及應計

費用，已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累計虧損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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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其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相關相應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有關下列各項的新規定：i)財務資產

及財務負債的分類及計量；ii)財務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及iii)
一般對沖會計處理。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即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的工具追溯應用分類

及計量規定（包括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且未有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

經終止確認的工具應用該等規定。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與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異於期初累計虧損及其它權益部分中確認，而並無重

列比較資料。 
 

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而編製，因此若干

比較資料可能不具比較性。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產生的影響概要 
 

下表闡述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對財務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可供出售財務

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

其它全面收益

列帳之股本工具 

按攤銷成本計

量之財務資產 
(先前分類為 

貸款及應收款) 

 

累計虧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二二二零一七年零一七年零一七年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期末結餘之期末結餘之期末結餘之期末結餘 

        

- 香港會計香港會計香港會計香港會計準則準則準則準則第第第第

39號號號號 
 

25,063  -  1,064,289  (520,363) 
         
重新分類重新分類重新分類重新分類         
自可供出售(｢可供

出售｣) 
(i) 

(25,063)  25,063  -  - 
         
重新計量重新計量重新計量重新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項下之減值虧損 
(ii)  

-  -  (10,040)  (10,04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之期初結餘  
 

-  25,063  1,054,249  (5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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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i) 可供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自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為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收益列帳 

 
本集團選擇將其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的全部股本投資的公平值變動於其它全面
收益（「其它全面收益」）中列賬。該等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且預計不會於可
預見未來出售。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日，約港幣25,063,000元
由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收益列帳的股本投資，
其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按公平值計量的上市股本投資有關。 

 
(ii)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 

 
本集團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應用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預期信貸虧
損模式。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財務資產額外信貸虧損撥備約港幣10,040,000
元已於累計虧損中確認。額外虧損撥備於有關資產中支銷。 

 
應用所有新準則對期初綜合應用所有新準則對期初綜合應用所有新準則對期初綜合應用所有新準則對期初綜合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表產生的影響表產生的影響表產生的影響表產生的影響 
 
由於上述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期初綜合資產負債表須重列。下表列示就受影
響的各個項目確認的調整。未受變動影響的各個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5號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9號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5,063  -  (25,063)  - 
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

收益列帳的股本工具 -  -  25,063  25,063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 704,600  -  (4,185)  700,415 
按金及其它應收款 90,257  -  (5,599)  84,658 
聯營公司欠款 120,163  -  (256)  119,907 
合營公司欠款 43  -  -  4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9,226  -  -  149,226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  20,359  -  20,359 
其它應付帳項及應計費

用 247,753  (20,359)  -  227,394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累計虧損 520,363  -  10,040  530,403 

 
本集團並沒有提早應用任何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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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確定為本公司董事局。董事評審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和分

配資源。管理部門已根據這些報告決定了經營分部。 
 
董事局按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所得稅前盈利或虧損以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向董事

報告的資料與本綜合財務報表資料測量的方式屬一致。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由兩個主要營運單位組成：(i)鋼鐵貿易；及(ii)鋰業務。礦產資源（前

年度報告作為一獨立分部）分類作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年度確認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銷貨 2,305,467  2,49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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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 鋰業務鋰業務鋰業務鋰業務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    2,305,467 - - 2,305,467 
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    - - - - 
        
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 2,305,467 - - 2,305,467 

     
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6,454 (9,949) (63,478) (56,97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列帳的財務資產列帳的財務資產列帳的財務資產公平值公平值公平值公平值
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 - (68,671) (68,671) 

財務資產財務資產財務資產財務資產減值減值減值減值虧損淨值虧損淨值虧損淨值虧損淨值 (2,990) (125) (15,699) (18,814)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3,464 (10,074) (147,848) (144,458)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11,206) (5,189) (41,549) (57,944) 
出售物業出售物業出售物業出售物業、、、、機器機器機器機器及及及及設備設備設備設備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 - - (1) 
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 - 2,023 2,023 
所佔所佔所佔所佔合營合營合營合營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 (1,259) (4) (1,263)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2,257 (16,522) (187,378) (201,643)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2,57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來自來自來自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204,2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來自來自來自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94,45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09,762)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經重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集團  鋼鐵貿易 鋰業務 未分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銷售總額 2,491,789 - - 2,491,789 
分部間銷售 - - - - 
     
銷售予外部客戶 2,491,789 - - 2,491,789 

     
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盈利/(虧損) 16,136 (12,530) (45,378) (41,77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公平值
收益 - - 48,014 48,01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445) - - (445) 
聯營公司重列作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 - - 17,392 17,392 
聯營公司欠款減值 - - (75) (7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 - - (33,536) (33,536) 
按金、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減值 (1,444) - - (1,444) 
客戶索賠處理 - - (85,801) (85,801) 
聯營公司攤薄虧損 - - (26,343) (26,343) 
購股權支出 - - (26,160) (26,160) 
     
經營盈利/(虧損) 14,247 (12,530) (151,887) (150,170) 
融資成本 (11,465) (2,036) (5,535) (19,03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 - 202,445 202,445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 - (86,840) (86,840)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 (160) (4) (164) 
     
分部業績 2,782 (14,726) (41,821) (53,765) 

     
所得稅貸項    1,188 
     
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52,577) 
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37,700 
     
年度虧損    (14,877) 



 

- 12 - 

(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指由各分部賺取之盈利/(虧損)而並不包括未分配之企業開支，當中包括董事薪

金、聯營公司攤薄虧損、聯營公司重列作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

的財務資產公平值收益/(虧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其它營運支出、所佔聯營公

司盈利/(虧損)及購股權支出。 
 
其它分部資料其它分部資料其它分部資料其它分部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和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折舊、攤銷及增添非流動資產如下： 
 

 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 鋰業務鋰業務鋰業務鋰業務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港港港幣千元幣千元幣千元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1,116,118 96,647 605,863* 1,818,628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512,240 102,625 387,715 1,002,580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 1,112 - 33 1,145 

     
增添非流動資產增添非流動資產增添非流動資產增添非流動資產 - - 6 6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和負債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折舊、攤銷及增添非流動資產(經重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集團  鋼鐵貿易 鋰業務 未分配 礦產資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990,845 125,152 584,384* 92,352 1,792,733 

      
負債 404,189 69,531 226,119 141,088 840,927 

      
折舊 1,127 - 538 650 2,315 

      
攤銷 - - - 160 160 

      
增添非流動資產 8 - 54 - 62 

 
* 包括約港幣 1.34億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1.7億元)於 Alliance Mineral Assets Limited

的上市股份投資，該等投資不列作透過其它全面收益確認為公平值收益及虧損。 
 
分部資產不包括會籍債券、遞延所得稅資產、聯營、合營公司投資、可收回所得稅及其它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因這些資產以集團方式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負債、應付所得稅、企業貸款及其它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

債，因這些負債以集團方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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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分部以全球方式管理，主要在五個地區經營。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按顧客地區分類)   
- 歐洲 858,302 1,188,167 
- 中國 567,654 432,897 
- 香港 440,771 109,500 
- 亞洲 (不包括中國及香港) 407,345 418,567 
- 其它 31,395 342,658 

   
 2,305,467 2,491,789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 中國 80 91,636 
- 香港 1,723 2,791 
- 歐洲 66 100 
- 其它 - 1 

   
 1,869 94,528 

 
以上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會籍債券、遞延所得稅資產、聯營公司投

資、合營公司投資ヽ按公平值透過其它全面收益列帳的財務資產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之外部銷售 10%
以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鋼鐵貿易分部銷售約港幣 283,623,000元
予一位單一重大客戶，佔本集團之外部銷售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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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收入及收入及收入及收入及收益收益收益收益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公平值(虧損)/收益：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 (68,671) 48,014 
- 衍生金融工具 - (445) 
聯營公司重列作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 -  17,39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  (33,536) 
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55  43 
- 其它應收款 6,556  159 
- 聯營公司欠款 2,360  2,190 
股息收入 -  9 
聯營公司攤薄虧損 -  (26,343) 
其它 7,419  2,431 
   
 (52,281)  9,914 

 
(4)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按性質分類的費用按性質分類的費用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列在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費用和一般及行政費用內的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45  1,665 
營運租賃租金 9,081  6,595 
按金、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減值撥備 -  1,444 
聯營公司欠款減值撥備 -  75 
存貨撥備 -  (2,394) 
匯兌淨收益 (7) (14,817) 



 

- 15 - 

 
(5)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利息：   
- 銀行貸款 11,073 11,415 
- 融資租賃負債 - 50 
- 可換股債券 30,577 4,738 
- 應付票據 9,772 797 
- 其它貸款 6,522 2,036 

   
 57,944 19,036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貸項貸項貸項貸項) 

 
本公司可免繳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司可免繳英屬處

女群島所得稅。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預計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盈利之 16.5%（二零一

七年：16.5%）撥備。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按中國稅法確定

應課稅所得之 25%（二零一七年：25%）計算。其它海外盈利之稅項已根據估計年度應課

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現有稅項：      
本年度盈利應課稅      

- 香港稅項 374 - 
以前年度調整：   

- 香港稅項 1,112 32 
   
 1,486 32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1,084 (1,220) 

   
所得稅支出/(貸項) 2,570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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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港幣千元） (203,947)  (45,4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港幣千元） 94,451  37,7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千元） (109,496)  (7,715)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5,070,730  4,979,27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02)  (0.9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86  0.76 
    
 (2.16)  (0.15)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

對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存有反攤薄作用。 
 
(8)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 

 
本集團普遍就銷貨收入給予其客戶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之信用期。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435,669 618,072 
超過三個月而不超過六個月 125,894 86,528 
超過六個月而不超過十二個月 137,246 - 
超過十二個月 653 - 
   
 699,462 7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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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面值面值面值面值 
 (千計千計千計千計)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6,800,000  6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5,016,565 501,656 
購回股份 (53,136) (5,313) 
行使購股權 9,400 94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 4,972,829 497,283 
   
購回股份 (36,506) (3,651) 
行使購股權 173,300 17,33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109,623 510,962 

 
(10)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87,643 94,316 
超過十二個月 357 22,600 
   
 88,000 116,916 

 

 
(11) 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重列以確認呈現本年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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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獨立獨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要要要要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發

表保留意見，其摘要如下： 

 
保留意見保留意見保留意見保留意見 
 
我們已審計寶威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此綜

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損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

策概要及其它附註解釋資料。 
 
我等認為，除本報告中保留意見的基礎部分所描述事項的可能影響外，該綜合財務報

表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並公允反映了 貴集團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以及當年度其綜合財務業績和綜合現金

流量，並且遵守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而恰當編製。 
 
保留意見的保留意見的保留意見的保留意見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誠如二零一六年年報所披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貴集團完成向新港資產

有限公司（「新港資產」）（為 貴集團擁有其 45%權益之聯營公司）出售其附屬公司

Burwill China Portfolio Limited（「BCPL」）。因此，按照權益法核算，於 貴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中， 貴集團對新港資產的投資的帳面價

值為約港幣 139,984,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147,340,000元），並且， 貴集團當年

度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全面損益表中所示 貴集團所佔新港資產虧損及其它全面收益分

別為約港幣 431,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82,942,000元）及港幣 409,000元（二零一

七年：其它全面支出港幣 2,290,00元）。 
 
由於 貴集團與擁有新港資產 55%權益之股東間之糾紛，我等未能就新港資產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資料獲得充分恰當的審計證據。鑒於前述，並且由於就

新港資產財務資料缺乏可行的可替代方案，我等無法認定：(i)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所示 貴集團對新港資產投資的帳面價值約港幣

147,340,000元（扣除 貴集團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港資產資產淨值作出之

減值虧損撥備淨額約港幣 91,032,000元）； (ii) 貴集團所佔新港資產虧損約港幣

82,942,000元（扣除 貴集團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新港資產資產淨值作出之

減值虧損撥備淨額約港幣 91,032,000元）；及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全面損益表中分別所示新港資產之其它全面支出約港幣2,290,000元
是否公允陳述。於我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核數師報告中，鑒於我等就

以上情況所作核數工作受限，因此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

財務報表發表了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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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獨立獨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核數師報告摘要要要要（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及至本報告日期，因新港資產股東間之法律

程序仍在進行，上述情況因而未能解除。鑒於前述，並且由於就新港資產財務資料缺

乏可行的可替代方案，我等繼續無法認定：(i)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所示 貴集團對新港資產的投資帳面價值為約港幣 139,984,000
元； 及(ii)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全面損益表

中所示 貴集團所佔虧損為約港幣 431,000 元及新港資產其它全面收益為約港幣

409,000元是否公允陳述。因此，我等無法確定是否需對該等數額做出任何調整。就上

述財務資料所發現的任何必要的調整均可能會對 貴集團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淨值、當年度其綜合財務業績、 貴集團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資產淨值、累計虧

損及其它儲備之開首數值以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產生相應影響。此外，

並未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其它實體之權益披露」之要

求披露新港資產之概要財務資料。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核準則」）進行審核。我們

於該等準則項下之責任於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之責任」一節中

詳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職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我們獨立於 貴集

團，並已遵循該等規定及守則履行其它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核憑證

充分及適當地為我們之保留意見提供基礎。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派付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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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 
 
2018年，本集團營業額按年下跌 7%，至約港幣 23億元；毛利按年上升 11%，至約港

幣 3,900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 1.09億元，其中，含入股新加坡鋰

礦上市公司股份賬面減值約港幣 6,900萬元，壞賬撥備約港幣 1,600萬元，利息支出增

加約港幣 3,900萬元。 

 
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 
 
中國鋰行業在 2018 年受到新能源電動車補貼退坡政策的影響，產業鏈整體現金流趨

緊，尤其二線鋰鹽企業庫存累積，銷售不佳，率先降價來搶佔客戶。同時，進口鋰精

礦價格下調慢於碳酸鋰等產品價格，進一步壓縮了依賴境外採購原材料加工企業的利

潤，行業上下游從補庫存轉入去庫存。 

 
供給端方面，國內鹽湖和礦法鋰鹽廠新增產能逐步放量；需求端方面，雖然全年新能

源車終端需求高速增長，但是季節波動嚴重，導致鋰鹽需求增速相對弱於供給增速，

引發國內鋰鹽價格大幅調整。全年碳酸鋰價格近乎腰斬：電池級碳酸鋰從年初的人民

幣 16.6萬/噸下跌至年末的 8 萬/噸左右，工業級碳酸鋰從人民幣 15 萬/噸下跌至 7 萬/
噸左右。與國內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海外電池級鋰鹽價格倒掛：自 2017年逐步抬升之

後維持在高位震盪，2018年第四季度仍處於約 1.4萬美元/噸左右（折人民幣約 10萬元

/噸）。 

 
在鋰的下游應用領域，新能源車在 2018年佔據了鋰需求的 37%，繼續成為鋰行業增長

的主要驅動因素。同時，消費品電池和傳統工業電池分別佔據了 28%和 35%的終端需

求。 

 
2018年是新能源車突飛猛進的一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車銷量增長 64.5%，首次突破 200
萬輛，達到歷史性的 2,018,247輛，新能源車滲透率達到 2.1%；在國內，據中國汽車

工業協會統計，年內新能源車產銷分別完成 127萬輛和 125.6萬輛，比上年同期分別增

長 59.9%和 61.7%。到 2018底，全國新能源車保有量達 261萬輛，同比增長 70%，佔

汽車保有總量的 1.1%。 

 
雖然有補貼政策退坡的影響，但新能源車車型技術不斷驅動，優勢逐步凸顯，新能源

車由政策引導逐步轉向市場需求。根據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行業協會發佈的資料，2018 
年中國新能源車動力電池裝機總量為 56.9GWh，同比增長 56.9%。到年底，我國量產

的動力電池單體能量密度達到了 265Wh/kg，成本控制在人民幣 1元/Wh 以下，提前達

到 2020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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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續） 
 
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鋰相關業務（續） 
 
從全球範圍來看，過去五年新能源車銷量年均增速達到 60%，新能源車行業快速增長

開啟了鋰的新一輪週期。根據海外 13 大車企的規劃，大多在 2018年開始了在新能源

領域的長週期大投入計劃，2020年將是新能源車型的密集上市期。在中國，行業估計

2019年新能源車政策補貼力度較 2018年至少下降 30%，而新能源車結構貼近傳統車

型，需求釋放，將逐步擺脫補貼依賴。2019年將會是政策與消費需求轉換的關鍵之年。

我們認為，一方面雙積分政策鼓勵車企生產新能源汽車，對市場構成底部支撐，另一

方面，低速電動車的消費替代、城際營運電動車等方面的需求增加將接力政府補貼，

驅動國內新能源車繼續高速增長。 

 
本集團看好鋰行業長期發展前景並對其未來具有信心，期待鋰行業新一輪繁榮週期的

到來。伴隨歐盟、日本、韓國、美國等汽車製造大國日趨重視並推動新能源汽車普及

政策，車企巨頭加大市場投入，全球汽車新能源化趨勢將繼續擴展。展望 2019年，工

信部預計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有望能夠超過 150 萬輛；在全球範圍內，彭博預測全球

新能源汽車銷量增加 40%到 260萬輛，其中中國佔據约 57%的市場。 

 
在運營方面，本集團繼續堅定轉型成為新能源上游材料一體供應商。其西澳大利亞巴

爾德山項目在年內共生產了 68,546噸 6%品位的高品質鋰精礦。鑒於中國鋰鹽市場價

格的劇烈變化，本集團於 2019年 1月成功修訂了包銷合同，把合約買方主體變更為本

公司擁有 50%股權的合資公司江西寶江鋰業有限公司(「寶江鋰業」)，而寶江鋰業亦是

包銷合約鋰精礦的直接最終生產加工企業。另外，固定包銷價格變更為按指數浮動價

格機制，極大的減低了因市場價格大幅波動而帶來的風險，符合本集團股東的利益。 

 
此外，寶江鋰業於 2018年底開始試生產，生產技術部門組織調試和工藝流程優化工作，

順利完成了單機調試、水聯動試車和投料試車，並生產出工業級碳酸鋰。寶江鋰業將

爭取在今年年中生產出電池級碳酸鋰以至在年內基本達產，產品通過使用者的品質論

證後，將投放市場實現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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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續） 
 
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 
 
2018年本集團的鋼材貿易交易量較 2017年下降約 23%，但整體效益跟 2017年相約。 

 
2018年全球鋼鐵需求向好。按世界鋼鐵協會所述，2018年全球鋼鐵需求量達到約 16.6
億噸，較 2017年增長約 4%，其中尤以亞洲和大洋洲為最，需求增長約 5%。 

 
中國市場方面，2018年全國基建投資及機械設備製造均維持高景氣，鋼鐵下游需求保

持增長，而相對高位的房地產投資活動亦進一步拉動鋼鐵需求，使建築類鋼材的消費

較為強勁。發改委公佈，2018中國全年粗鋼產量約 9.28億噸，較上一年增長 6.6%；
鋼材產量約 11億噸，較上一年增長 8.5%。 

 
由於中國鋼鐵需求改善，鋼價得到有力的支撐，中國鋼材價格卻因此而持續高於一般

出口市場的水平，使中國鋼材出口貿易量持續下降。去年美國及歐盟對進口鋼鐵產品

分別加徵 25%關稅及對 23類進口鋼鐵產品實施臨時保障措施，亦進一步影響中國鋼材

的出口。按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18年中國鋼材出口只有約 6,900萬噸，較 2017年下

降 8.1%之多。 

 
面對上述情況，本集團調整經營策略，鋼鐵出口資源從以往主要從中國採購轉至部分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歐洲分公司積極開拓發展歐洲及地中海區內之資源，減低了對中

國鋼鐵資源的依賴。  

 
展望 2019年，全球鋼鐵需求面對不確定性。雖然 2018年鋼鐵需求持續復蘇，但 2019
年的復蘇力度或會有所減弱。去年國內 GDP增長亦已出現每季回落的勢態，而反傾銷

的影響和匯率的波動也增加了貿易風險。世界鋼鐵協會預測，2019年全球鋼鐵需求增

長將回落至 1.4%。 

 
鑒於中國鋼鐵行業已從高速增產階段轉入高品質發展的新階段，因此有別於以往以大

宗普通鋼材為主的經營模式，本集團今年將針對各大小基建及機械設備項目繼續加強

中國優質鋼材之出口。除歐洲市場外，將於東南亞增強營銷力度，並不斷加強國內尤

其是國外的鋼鐵採購管道關系，以提高競爭力和經營業績。 

 
 



 

- 23 - 

 

 
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年內因上市投資公允值變動，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減至港幣

8.16 億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總貸款扣除總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結餘與總權益相比）增至 0.73（二零一七年：0.37）及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與流動負債相比）減至 1.63（二零一七年：2.32）。 
 
繼年內發行可換股債券及公司票據，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貸款

增至約港幣 6.65億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4.71億元），還款期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年內    594 251 
一至二年內    67 159 
二至五年內    4 61 
      
    665 471 

 
本集團貸款以美元、港元、歐元及新加坡元為貨幣單位，支付市場息率利息。 
 
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支出、資產及負債均主要為美元、人民幣、港元、歐元及新加坡元。

為減低外匯風險，於有需要時會利用遠期外匯合同。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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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七年：港幣 48,192,000
元）。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資產已予抵押：(i)部份銀行結餘約港幣 346,000元
（二零一七年：港幣 27,696,000元）；(ii)部份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約港幣 38,655,000
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126,436,000元）；(iii)部份存貨約港幣 67,601,000元（二零一七

年：港幣 27,355,000元）；及 (iv)部份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約港幣

115,157,000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167,792,000元）。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 259 名員工。僱員薪酬一般乃參考市場

條件及根據個別表現制定及檢討。本集團並為僱員提供其它福利，包括需供款之公積

金及醫療保險。此外，本集團亦根據公司經營業績按員工個別表現而授出購股權及發

放花紅，並會視乎需要為僱員提供培訓計劃。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透過全資附屬公司 Hillot Limited 根

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授予董事購回股份之一般授

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股份合共 36,506,000股，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每股價格每股價格每股價格 代價總額代價總額代價總額代價總額 
月月月月/年年年年  購回股份數目購回股份數目購回股份數目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最低最低最低最低 （（（（未計開支未計開支未計開支未計開支））））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10/2018 23,110,000 0.163 0.132 3,359 
12/2018 13,396,000 0.163 0.143 2,078 
 
所有購回之股份已全部註銷，另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扣除此等股份之面值。購回

股份是為提高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有利於股東整體利益而進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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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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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現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曾國華先生及張聖

典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

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

核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核數師探討如何可移除保

留意見，注意到核數師對保留意見的觀點，旨在下列情況下可移除： 
 
1. 新港資產各股東間之法律訴訟結果能確定；及 

 
2. 核數師能夠就新港資產財務資料獲得充足恰當的審計證據。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 守則條文第A.1.1 條訂明，董事局應定期開會，董事局會議應每年召開至少四次，

大約每季一次，並有大部份有權出席會議的董事親身出席，或透過其它電子通訊

方法積極參與。由於本公司並無宣佈其季度業績，年內召開了兩次董事局定期會

議，以審閱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一七年度全年業績及二零一八年度中期業績，故此，

本公司未完全遵守有關守則條文。董事局將會按其它需要董事局作出決定的事宜

召開董事局會議。 
 
-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城先生，現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鑒於

本集團之業務性質要求相當的市場專門認知，董事局認為陳先生同時兼任兩職可

為本集團提供更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集團更有效率地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

略。董事局將不時檢討此架構之成效，以確保董事局及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責之

平衡。 
 
- 守則條文第 A.4.2 條當中訂明，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

至少每三年一次。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並無規定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然而，

根據公司細則第 85條，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當時在任董事人數計三分之一

董事（或倘數目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之一之數目）必須輪值

告退，惟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者則無須輪值告退。董事局亦將會確保每位董事（惟

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者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以符合守則條文

第 A.4.2條之規定。董事局認為主席任期之連續性可予集團強而穩定的領導方向，

乃對集團業務之順暢經營運作極為重要。 
 
董事局不時審閱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適當時候作出合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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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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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公司之董事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

確認彼等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局代表 
主席 
陳城陳城陳城陳城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城先生、薛海東先生、郭偉霖先生

及岑啟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曾國華先生及張聖典先生，及非執行董

事黃勝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