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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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7）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利記」或「本集團」或「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或
「期內」）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期
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032,287 1,288,324

銷售成本 (1,028,286) (1,281,347)

毛利 4,001 6,977

其他收入 2,351 3,017

分銷及銷售開支 (12,395) (13,585)

行政開支 (41,980) (43,927)

其他虧損淨額 (1,033)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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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 (49,056) (49,837)

融資收入 838 641

融資成本 (4,292) (5,745)

融資成本淨額 5(a) (3,454) (5,104)

除稅前虧損 5 (52,510) (54,941)

所得稅 6 (3,052) (2,294)

期內虧損 (55,562) (57,235)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55,513) (57,225)

非控股權益 (49) (10)

期內虧損 (55,562) (57,235)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6.70) (6.90)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使用經修訂追溯方法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

此方法，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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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55,562) (57,23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扣除稅項零元：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重估 (1,257) (1,590)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扣除稅項零元：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3,553) (16,83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4,810) (18,4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372) (75,65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70,323) (75,647)

非控股權益 (49) (1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372) (7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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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 17,976
投資物業 64,600 64,6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4,937 35,744
使用權資產 19,767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7,123 8,380
預付款項 11 98 188
遞延稅項資產 1,808 2,600

128,333 129,48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492,984 596,86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82,824 206,937
可收回稅項 14 6
衍生金融工具 969 2,041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2,070 9,6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294,125 356,734

972,986 1,172,192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13 27,791 83,894
銀行借貸 14 110,525 183,284
租賃負債 1,291 –
應繳稅項 1,295 959
衍生金融工具 943 3,755

141,845 271,892

流動資產淨值 831,141 900,3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9,474 1,02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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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4 12,599 13,183

僱員退休福利責任 1,866 2,028

租賃負債 859 –

遞延稅項負債 4,372 4,397

19,696 19,608

資產淨值 939,778 1,010,18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2,875 82,875

儲備 856,722 927,075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939,597 1,009,950

非控股權益 181 230

總權益 939,778 1,010,180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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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四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中國

大陸買賣鋅、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不鏽鋼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

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載列的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財務報告，惟

摘錄自該中期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遵守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其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二零一八年╱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

二零一九年╱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

附註3。

遵從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按本年度至今基準計算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

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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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取的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

況及表現自二零一八年╱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的事項及交易的說明。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

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作出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中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乃比較資料，並不構

成於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該等資料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對本集團而言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外，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

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

新訂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用經修訂追

溯法，並已因此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承擔分別確認租賃負債1,364,000港元及相應使用

權資產1,334,000港元。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17,976,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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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主要從事買賣鋅、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不鏽鋼以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

以下為於年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1,032,287 1,288,324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營運總決策人根據每個分部除所得稅前之營運業績，撇除其他收入、其他收益╱虧損淨

額及融資成本淨額之影響，作為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準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收益 分部業績 收益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11,413 (59,763) 781,865 (62,156)

中國大陸 420,874 9,389 506,459 11,621

1,032,287 (50,374) 1,288,324 (5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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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申報分部劃分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799,436 301,883 1,101,319

分部負債 62,013 99,528 161,541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942,088 359,592 1,301,680

分部負債 130,015 161,485 291,500

(b) 可報告分部損益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總額 (50,374) (50,535)

其他收入 2,351 3,017

其他虧損淨額 (1,033) (2,319)

融資成本淨額 (3,454) (5,104)

除稅前虧損 (52,510) (5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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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淨額

利息收入 (838) (641)

租賃負債利息 33 –

短期銀行借貸利息 4,099 5,581

按揭貸款利息 160 164

3,454 5,104

(b)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34 5,0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910 –

租賃土地攤銷 – 284

經營租賃開支：最低租金付款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物業租金 – 1,541

於計量租賃負債時並無計入之短期租賃付款

－土地及樓宇 919 –

出售存貨成本 1,007,238 1,261,0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4) 765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及遠期外匯合約的 

已變現虧損╱（收益） 630 (155)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及遠期外匯合約的未變現收益 (446) (28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2,465 31,736

確認存貨撥備 21,048 20,294

匯兌虧損淨額 853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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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91 354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2,194 2,688

2,285 3,042

遞延稅項 767 (748)

3,052 2,29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截至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大陸附

屬公司的稅項同樣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25%（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計

算。

7 股息

(a) 歸屬於中期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b) 歸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且於中期批准及派付之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上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15港元） – 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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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55,5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57,225,000港元）及中期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28,750,000股（截至二
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28,75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期內並無發行在外的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的賬面淨值 35,744 86,316

匯兌差額 (464) (819)

添置 3,443 2,822

出售 (52) (799)

折舊 (3,734) (5,023)

於期末的賬面淨值 34,937 82,497

10 存貨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製成品 535,177 617,971

減：存貨撥備 (42,193) (21,102)

492,984 596,869



13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額為1,007,23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261,053,000港元）的存貨成本確認為開支，並計入「銷售成本」。

11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部分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98 188

流動部分

扣減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貨款 143,861 173,210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16,794 5,194

按金 1,432 2,951

其他應收款項 20,737 25,582

182,824 206,937

182,922 207,125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由貨到付款至90日不等。於報告期末，應收貨款按發票日期及扣減虧

損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106,315 143,263

超過1個月但少於2個月 26,404 19,012

超過2個月但少於3個月 8,233 9,787

超過3個月 2,909 1,148

143,861 17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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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

二零一九月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銀行存款 59,437 45,115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234,688 311,619

294,125 356,734

13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貨款 7,639 52,570

應計支出及其他應付款項 10,486 21,472

18,125 74,042

合約負債 9,666 9,852

27,791 8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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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付貨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6,843 52,401

超過1個月 796 169

7,639 52,570

14 銀行借貸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按揭貸款 12,599 13,183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貸 109,362 182,135

按揭貸款 1,163 1,149

110,525 183,284

123,124 19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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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償還銀行借貸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110,525 183,284

一年後但兩年內 1,190 1,177

兩年後但五年內 3,738 3,694

五年後 7,671 8,312

12,599 13,183

123,124 196,467

金額為13,76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4,332,000港元）的按揭貸款以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賬面值為64,6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4,6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抵

押。

報告期末的實際利率（按年）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短期銀行借貸 3.65% 3.15%

按揭貸款 2.3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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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表現

本集團於中期內繼續因宏觀經濟環境之持續不明朗因素，尤其是中美貿易緊張關係
升溫，及全球金屬價格不穩，尤其是利記的主要產品－鋅價格下跌而面對重大挑戰。

本集團於中期的收益較比較期間下降19.9%至1,032,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中期的銷
售噸數為46,860噸，而去年之比較期間則為50,800噸。

本集團於中期錄得毛利4,000,000港元及毛利率0.39%，而比較期間之毛利為7,000,000

港元及毛利率為0.54%。本集團於中期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55,500,000港
元，而比較期間則錄得虧損57,200,000港元。

全球宏觀經濟環境於期內轉差使本集團之表現受到負面影響。金屬價格（尤其是鋅）
於中期內下跌，使整體銷售交易毛利下降，並導致對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持有之
存貨作出顯著存貨撥備，亦是引致虧損的主要因素。

由於中美之間貿易的問題，其繼而對全球貿易及製造業務造成負面影響，故全球鋅價
格於整個中期大部分時間持續下跌，於九月四日跌至低位每噸2,211美元。

全球鎳價格於中期上半階段輕微下跌，於印尼政府決定對未經處理鎳礦頒佈出口禁
運後，隨著庫存下降及電動汽車市場的持續景氣現象，全球鎳價格於七月急升。

於中期內之分銷及銷售開支為12,400,000港元，較比較期間輕微減少。本集團於中期
的行政開支亦較比較期間下降4.43%至4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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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中期錄得其他虧損淨額1,030,000港元，而於比較期間則錄得其他虧損淨額
2,300,000港元。其他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並無出售固定資產產生之虧損及匯兌虧損
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中期的融資成本減少25.3%至4,290,000港元，乃由於中期內維持較低水平之
銀行借貸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繼續維持穩健，擁有銀行結餘及手頭
現金294,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提供金屬解決方案的領導者

利記成立至今逾七十年，憑藉優質、創新、專業精神及其覆蓋全球金屬行業的強大網
絡，利記在業界享負盛名。

利記成為香港首間獲接納為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第5類準交易會員
的公司，躋身全球知名的金屬企業之列。加入此地位尊崇的行業機構為本集團持續實
踐為金屬用戶「創造價值」策略的里程碑。二零一六年初，利記之附屬公司利保金屬
檢測有限公司（「利保」）獲倫敦金屬交易所認可為核准採樣及檢測商，提升利保在金
屬檢測及認證方面的國際形象。

利記對增長機遇之洞見及掌握能力一直並將繼續為本集團保持長期競爭優勢。集團
除其金屬分銷及生產業務外，亦為引入廣泛增值服務之先驅，有關服務包括研發、合
金定製、金屬檢測及風險管理。利記拓寬其業務範疇，協助客戶在市場上脫穎而出，
此策略方向已證實屬正確且可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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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南亞業務之更大貢獻

本集團目前於該地區設有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兩間銷售辦事處，支援利記於該地區至
泰國及越南之銷售團隊，同時繼續與當地夥伴合作，以支持該地區之銷售增長。

應對不斷變化的中國市場

中國仍為本集團金屬產品及服務之最大市場。其客戶主要為涵蓋不同行業的金屬終
端用戶，即壓鑄商、製造商及品牌擁有者。當中包括具嚴謹規格且重視創新的電子產
品及電訊行業製造商，為即將推出5G作準備。

本集團亦繼續投資開發自有品牌金屬，而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的銷售
額持續增長。該品牌的質量及可靠性於中國獲得廣泛認同，連續兩年贏得鋅合金傑出
品牌獎項。

持續發展諮詢及增值服務

於整個中期，本集團之另一間附屬公司利保金屬顧問有限公司就其提供的各種增值
諮詢服務開始獲得認可。其首個壓鑄進階培圳課程系列自推出後於業內反應熱烈。其
他服務如產能評估、成分及缺陷分析、流程優化、模具設計及模流分析旨在幫助企業
提升產品質量，實現更高的成本效益及競爭力。在愈趨嚴峻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中，
該等效果將愈趨重要，而本集團將繼續擴展其測試服務範圍及建立其聲譽。

可持續發展的金屬公司

業務及環保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仍然為本集團的首要關注事項。於業務方面，本集團一
直持續多元化發展其業務及產品範疇，應對市場變化。本集團亦專注地區拓展、採納
創新技術以及創建以增值服務為重心的新企業，保障長遠可持續發展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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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記亦致力於環境保護，透過負責任採購、減排、資源保護及廢棄物管理等各種對策
以降低其業務營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除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外，本集團重視職業
健康及安全，於二零一九年五月成功獲得ISO45001認可。

前景

不明朗宏觀經濟前景

中美之貿易緊張關係升溫持續對本集團中小企業客戶之信心造成嚴重影響，同時亦
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儘管有若干跡象顯示兩國試圖將其爭端降溫，惟宏觀經濟環境很
可能仍將會充滿挑戰，並將繼續於財政年度餘下時間影響本集團之財務表現。

新增或豁免任何現有貿易關稅亦將可能加劇全球金屬價格的短期波動，其將對本集
團的採購及定價策略帶來挑戰。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該等事件。

供應及需求持續變化不斷影響金屬價格

由於市場對中美貿易爭端及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之發展及猜測之反應，全球金屬價格
（包括鋅及鎳）可能受進一步短期波動影響。

此外，影響各金屬之供應及定價之基本原則及政策均有所不同。儘管近期價格趨向穩
定，由於預期有新供應進入市場，故鋅價格將很大可能於中長期受壓。鎳價格將繼續
深受全球電動汽車行業發展及主要供應國家如印尼等之出口政策所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緊密監察全球鋅及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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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於東南亞擴展

一般預期東南亞之製造業務將會越趨密集，原因為該地區及該地區的多個市場仍具
勞工成本優勢，有助其以低成本、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目標。同時，該地區的競爭力
將繼續受製造活動分散風險等因素支持，進一步支持該地區的產業發展。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增加其於東南亞之銷售團隊，緊密滿足該地區之製造商以增加其
於該地區之銷售。

繼續致力研發

由於中國採納愈趨先進及環保之產業策略，本集團仍會致力改進自身研發能力以開
發特製合金，應對該等製造商更高及更複雜之要求。該等製造商包括於高增值電子產
品、電動汽車、電訊及電子產品界別之製造商。

本集團亦繼續致力加強其於中國之業務網絡，以充分利用該趨勢。

嚴格控制成本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措施精簡其營運及金屬採購協定，以控制成本及保障利潤，惟鑑於
當前市場動盪不安、不明朗宏觀經濟環境及全球貿易政策變動，此結果於短期內將充
滿挑戰。

於專業團隊之協助下，本集團管理層亦將審慎發掘高潛力投資機遇及新業務來源，以
鞏固利記之市場地位，並把握新的增長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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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中期派發中期股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9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57,000,000港元），而銀行借貸則約為12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96,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按揭貸款之尚未償還結餘為13,8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4,300,000港元）。

其餘借貸均屬短期性質，大部分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按市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借貸及租賃負債總額相對權益總額）為13.3%（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9.5%）。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686%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31%）。

本集團持續參考市況以評估及監控所承擔之金屬價格風險。為有效地控制風險及利
用價格走勢，本集團管理層將會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及設定相應的存貨水平。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之間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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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90名僱員（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名僱員）。該等僱員的薪酬、升遷及薪金檢討乃根據其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
及現行行業常規評估。本集團薪酬待遇的主要部分包括基本薪金及（如適用）其他津
貼、獎勵花紅，以及本集團向強制性公積金（或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
於中期內，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2,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1,7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中期內購買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董事並不知悉任何於中期違反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的情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於中期違反標準守則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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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之董事為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MH、陳稼晉先生、陳佩珊女
士、鍾維國先生*、許偉國先生*及何貴清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