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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概述本招股章程所載的資料。由於僅屬概要，故不一定載

有　閣下認為重要的資料。　閣下在決定投資於股份前，應先閱讀整份文件。任何投

資均涉及風險。若干與投資於股份有關的特定風險，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

節。　閣下在決定投資於股份前，應先仔細閱讀該節。

概覽

我們是一家綜合性鋼結構及預製構件建築解決方案服務供應商，總部位於中國江蘇

省宜興市，經營歷史約15年。我們的綜合建築解決方案服務乃專為客戶定製，以符合不

同項目的技術規範及要求，服務涵蓋廣闊，由根據我們或客戶提供的二次設計（就鋼結構

項目而言）於我們的車間製作裝配鋼結構部件及預製構件建築材料，以至現場安裝該等材

料，均在範圍之內。根據Ipsos報告，2012年以收益計，我們為江蘇省第三大鋼結構建築服

務供應商及第二大預製構件建築服務供應商。

鋼結構項目

根據Ipsos報告，2012年，中國鋼結構建築的產值約人民幣298,200,000,000元，佔國

內建築總產值約2.2%。2005年11月，住建部向我們頒授鋼結構工程承包企業一級資質（該

資質為該領域的國家最高資質），使我們可在中國承接各類鋼結構項目，而不受鋼結構項目

種類、合同金額、建築面積或建築總重量方面的限制。江蘇省約有70家企業獲頒該資質。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鋼結構項目主要集中於江蘇省及上海市。於往績記錄期

間，我們已完成99個鋼結構項目，合同金額介乎約人民幣400,000元至人民幣180,000,000元

之間。我們曾參建（其中包括）橋樑、火車站、體育場館、展覽中心及廠房等眾多類別的鋼

結構項目。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自

該業務分部錄得約人民幣406,900,000元、人民幣518,000,000元、人民幣812,600,000元及人

民幣549,700,000元收益，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0.0%、約80.1%、77.5%及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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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鋼結構行業分散。根據Ipsos報告，2012年，中國有近10,300家企業從事此行

業；2012年以收益計，中國五大鋼結構建築服務供應商佔中國總市場份額不足10%，而

2012年以收益計，江蘇省五大鋼結構建築服務供應商佔該省總市場份額約15%。就鋼結構

項目而言，2012年我們於中國的市場份額約為0.3%，而2012年我們於江蘇省的市場份額約

為1.9%。

預製構件建築項目

根據Ipsos報告，2012年，中國預製構件建築產值約人民幣16,700,000,000元，佔國內

建築總產值約0.12%。根據Ipsos報告，就江蘇省而言，該行業產量由2007年約36,700平方

米增至2012年約491,600平方米，複合年增長率約68.0%。預製構件建築乃現代化建築方法

之一，主要涉及在廠房內預製標準規格的柱、樑、桁架、牆板及地板等大部分結構部件，

以供於施工現場快速裝配。我們於2010年底開始承接預製構件建築項目，並於2011年開始

就此確認收益。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

們自該業務分部錄得約人民幣128,800,000元、人民幣235,500,000元及人民幣265,600,000元

收益，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約19.9%、22.5%及32.6%。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曾獲聘為宜興氿北花園一、二、三期（我們相繼獲授權建設各

期項目）及紅星花園住宅等中國城鎮保障性安居項目（合共包括198幢樓宇）提供預製構件

建築服務。於最後可行日期，宜興氿北花園三期、紅星花園住宅、宜興高塍西城花園、宜

興高塍尚佳花園及宜興高塍尚水花園仍在建設中。

中國預製構件建築行業的競爭尚未算激烈，因該行業在中國仍處於發展初期。根據

Ipsos報告，於2012年，中國及江蘇省從事預製構件建築行業的主要業者分別約有100家及4

家。根據Ipsos報告，2012年，我們所佔中國及江蘇省預製構件建築項目的市場份額分別約

為1.4%及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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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模式

我們就鋼結構項目自供應商採購的主要原材料為鋼板及彩色塗層鋼卷，而就預製構

件建築項目所採購的主要原材料為鋼筋、隔熱材料及混凝土。我們的客戶一般為建築項目

的業主、分包商或主要承包商。我們具備鋼結構工程承包企業一級資質，可承接鋼結構項

目及預製構件建築項目。我們透過競標按項目基準提供服務，故我們的承包服務須定製以

符合客戶的具體要求。就預製構件建築項目而言，由於該市場的從業者有限（尤以江蘇省

為然），故我們的大多數預製構件建築項目乃透過直接轉介承接，毋須經過競標程序。對於

鋼結構項目及預製構件建築項目，進度款通常乃根據我們合同訂明的完成重要階段或實際

施工進度分階段支付。

競爭優勢

我們認為我們的競爭優勢為：(i)我們是江蘇省最大鋼結構建築服務供應商之一，作

為鋼結構建築服務供應商，我們的業務增長迅速並順利完成眾多項目，往績記錄根基紮

實，贏得良好聲譽；(ii)我們是江蘇省最大預製構件建築服務供應商之一，我們已準備就

緒，能夠在不斷茁壯成長的中國預製構件建築行業中把握新商機；(iii)我們已將業務擴展

至預製構件建築行業，我們能夠提供範圍廣泛的服務，並具備可靠的項目管理能力，使我

們可競奪各類項目；及(iv)我們擁有具備戰略遠見及豐富經驗的專門管理團隊。

業務策略

從本質上講，我們的業務策略為：(i)進一步增加我們在江蘇省及周邊高增長城區的

預製構件建築行業的市場份額；(ii)進一步擴大我們在中國鋼結構行業現有市場及新市場的

市場份額；及(iii)進一步擴大車間以支持我們的增長。

風險因素

我們認為我們的業務涉及若干風險，其中多數非我們所能控制。該等風險可大致分

為與本集團、建築行業及其市場、在中國經營業務及全球發售有關的風險，其中相對重大

的風險包括：(i)我們就項目收取進度款，而一般情況下，我們的客戶有權於項目完成後扣

起5%至20%的合同金額作為保留金一至兩年（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若干項目的保



概　要

– 4 –

留金超過20%，甚至高達40%)，故無法保證客戶定會按時足額向我們支付進度款，亦無法

保證保留期屆滿時客戶定會悉數向我們發放保留金；(ii)我們依賴第三方安裝團隊協助我們

進行安裝作業，而我們可能因不能覓得該等團隊、其施工表現及執行有關安全及環保措施

不到位而受到不利影響；及(iii)我們於2010年底方開始提供預製構件建築服務；未必有充

分的基準用以評估該業務分部的未來經營業績及前景。我們面臨的有關風險的其他詳情載

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不合規事宜

《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管理規定》下的不合規事宜

不合規詳情

於2007年9月本集團所進行的一項公司重組中，賽特鋼結構（江蘇）由內資企業變為

外資企業。自2007年9月至2012年7月，我們曾承接僅允許內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中方

投資者的投資額不得低於其註冊資本的25%）承接的項目，有違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第

15條。

處罰制度

• 根據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第20條，違反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第15條參與超出其資

質許可範圍的建築活動的公司將面臨處罰。

• 處罰包括所參與建築項目金額2%至4%的罰款、勒令停業、調降所獲資質等處罰，及

倘嚴重違規，可被取消所獲資質並沒收不合規行為所得盈利。

從主管部門獲得的確認

• 我們已自江蘇省住建廳收到確認函，當中表明儘管賽特鋼結構（江蘇）違反外商投資

規定（建築）第15條，然而其並無參與超出其鋼結構工程承包企業一級資質許可範圍

的建築活動，因而並無充分理據根據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第20條（該條載有外商投

資規定（建築）的處罰制度）對賽特鋼結構（江蘇）進行處罰。

•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江蘇省住建廳為執行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的最適當主管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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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潛在責任

董事確認本集團概不會被施加任何潛在罰款或責任。

其他資料

我們的控股股東已承諾就違反外商投資規定（建築）第15條所產生的任何及全部責任

向我們作出全額彌償。其他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外商投資建築業企業管理

規定》」一段。

違規票據融資

不合規詳情

• 自2008年2月至2010年10月，我們與若干中國商業銀行訂立銀行承兌票據協議，向供

應商發出期限約六個月的銀行承兌票據支付我們向彼等採購的付款。由於銀行承兌

票據的貼現率低於我們當時可取得短期銀行貸款的適用利率，故我們透過向若干供

應商發出上述銀行承兌票據，惟所得款項不用作支付該等供應商採購款的方式取得

資金。

• 此做法不符合銀行承兌票據協議的條款及相關中國法律的規定。

• 為便於說明，根據截至2009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短期銀行貸款當時的利率，

我們估計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自違規票據融資安排節省的利息開支約為人民

幣33,300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的額外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81,800元。

• 由於違規票據融資的財務效益吸引力減弱，董事自2010年11月起不再進行任何其他

違規票據融資。

處罰制度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中國票據法、《支付結算辦法》（「《支付結算辦法》」）及

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並無特定條文明確規定在並無進行任何真實交易行為的情況下發出此等

銀行承兌票據將處以的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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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確認

作為賽特鋼結構（江蘇）成立所在司法權區有關可轉讓票據事宜的監管部門，中國人

民銀行宜興市支行於其日期為2012年5月18日的函件確認，由於現行金融法律法規並無對

公司票據融資活動頒佈行政處罰，故賽特鋼結構（江蘇）、其聯營公司及高級管理層概不會

因違規票據融資而遭受行政處罰。

其他資料

我們的控股股東已承諾就違規票據融資安排所產生的任何及全部責任向我們作出全
額彌償。其他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違規票據融資」一段。

財務資料

以下各表有關我們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綜合財務狀況表的經選定分項，
乃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相應未經審核期間的綜合財務資料的概
要，有關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內。

按選定賬項編製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收益 406,904 646,818 1,048,078 673,400 815,281

毛利 104,029 189,877 336,201 216,352 267,481

除稅前盈利 89,040 171,549 308,233 200,382 251,5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期內
　盈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1,282 117,962 203,827 133,512 16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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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選定賬項編製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0年
於12月31日

2011年 2012年
於2013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68,886 86,203 80,772 82,623

流動資產 292,096 477,637 564,978 888,866

流動負債 207,837 350,390 138,441 278,426

流動資產淨額 84,259 127,247 426,537 610,440

非流動負債 9,365 19,308 42,673 62,074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或期間在(i)鋼結構項目及預製構件建築項目；及(ii)公共結
構項目及非公共結構項目方面的收益、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未經審核）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建設
 －鋼結構項目 406,904 104,029 25.6 518,029 136,910 26.4 812,614 245,030 30.2 544,929 162,777 29.9 549,650 156,062 28.4
 －預製構件建築項目 – – – 128,789 52,967 41.1 235,464 91,171 38.7 128,471 53,575 41.7 265,631 111,419 41.9

合計 406,904 104,029 25.6 646,818 189,877 29.4 1,048,078 336,201 32.1 673,400 216,352 32.1 815,281 267,481 32.8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未經審核）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收益
人民幣
千元

毛利
人民幣
千元

毛利率
%

建設
 －公共結構項目 138,626 35,897 25.9 179,450 70,865 39.5 328,494 112,228 34.2 167,328 57,554 34.4 510,244 189,990 37.2
 －非公共結構項目 268,278 68,132 25.4 467,368 119,012 25.5 719,584 223,973 31.1 506,072 158,798 31.4 305,037 77,491 25.4

合計 406,904 104,029 25.6 646,818 189,877 29.4 1,048,078 336,201 32.1 673,400 216,352 32.1 815,281 267,481 32.8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收益增長主要受2010年底我們建設鋼結構項目（主要為非公
共結構項目）及開始承接預製構件建築項目的收益增長所帶動。預製構件建築項目（主要為
公共結構項目）的毛利率通常較鋼結構項目的毛利率為高，此乃由於預製構件建築方法在
中國相當新穎且市場（包括江蘇省市場）從業者有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
資料」一節「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主要項目」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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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財務比率及經營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天） 112.6 102.3 73.2 65.9

資產負債比率(%) 65.1 96.8 2.7 2.8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約73.2天下降至約65.9天，乃由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加強信貸及收款
政策且能更快收回客戶的應收貿易款項所致。我們的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2011年12月
31日止年度約102.3天減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73.2天，乃由於(i)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我們加強信貸及收款政策且能更快收回客戶的應收貿易款項；及(ii)約人民幣
146,700,000元（或佔先前已完工項目結轉的應收貿易款項總額的99.7%）於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內結付所致。我們的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12.6天
減至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02.3天，乃由於(i)相較2010年12月31日，客戶以更快速
度結付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產生的應收貿易款項；及(ii)約人民幣86,000,000元
（或佔先前已完工項目結轉的應收貿易款項總額的59.5%）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
結付所致。於往績記錄期間，並無就應收貿易款項作出任何撥備或撇銷。

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由2010年12月31日約65.1%增至2011年12月31日約96.8%。該增
長乃由於我們的債務總額增長約100.9%，升幅超過權益總額約35.0%的升幅所致。於2012

年12月31日，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減至約2.7%，乃主要由於我們於2012年償還所有銀行借
貸所致，而2013年6月30日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相若水平，約2.8%。

下表載列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車間的平均使用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201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鋼結構車間的
　平均使用率(%) 67.5 43.6 94.1 62.6

預製構件建築車間的
　平均使用率(%) – 72.1 67.2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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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我們的車間」一段。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已確認收益及新合同金額淨值以及於2010年、2011

年及2012年12月31日以及2013年6月30日的未完工合同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期初未完工
　合同金額 30,279 280,802 61,111 467,709

新合同金額淨值(1) 657,427 427,127 1,454,676 1,101,076

收益確認(2) (406,904) (646,818) (1,048,078) (815,281)

年╱期末未完工
　合同金額(3) 280,802 61,111 467,709 753,504

於12月31日 於2013年
6月30日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完工合同金額 280,802(4) 61,111(5) 467,709(6) 753,504(7)

－鋼結構項目
　項目數量 9 5 6 8

　未完工合同金額
　　（人民幣千元）

168,356 49,866 123,669 293,681

 合同完工期 2011年3月至
2011年6月

2012年1月至
2012年6月

2012年10月至
2013年7月(8)

2013年7月至
2014年6月

－預製構件建築項目
　項目數量 1 1 3 5

　未完工合同金額
　　（人民幣千元）

112,446 11,245 344,040 459,823

 合同完工期 2012年3月 2012年3月 2013年4月至
2014年6月

2013年4月至
2014年6月

附註：

(1) 新合同金額淨值指我們於所示有關年度或期間獲授的新項目的總金額（不包括適用增值稅）。

(2) 已確認收益指於所示有關年度或期間已確認的估計總收益部分。

(3) 年╱期末未完工合同金額指於所示有關年度或期間結束時尚未全部完工的項目的未確認估
計總收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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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年12月31日具有未完工合同的三個項目已於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部完工。截
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40個新簽項目當中，30個項目已於當年竣工，於2010年12月31

日，一個項目正在建設（未確認為收益的部分已計入未完工合同），及於截至2011年12月31

日止年度，9個項目已經開工建設（估計總收益入賬列作未完工合同）。

(5) 2010年12月31日具有未完工合同的10個新簽項目當中，9個已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
度完工及1個於2011年12月31日仍在建設中（未確認為收益的部分已計入未完工合同）。截
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31個新簽項目當中，26個項目已於當年竣工，於2011年12月31

日，4個項目正在建設（未確認為收益的部分已計入未完工合同），及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止年度，一個項目已經開工建設（估計總收益入賬列作未完工合同）。

(6) 2011年12月31日具有未完工合同的六個項目已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部完工。截
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8個新簽項目當中，19個項目已於當年竣工，於2012年12月31

日8個項目正在建設，一個項目於2013年1月已經開工建設並已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竣工。於2012年12月31日，9個正在建設或尚未開始建設的項目中，4個項目（佔2012年
新合同金額淨值約28.0%）於2012年底訂立並仍處於初步建設階段，完工百分比等於或少於
20%。

(7) 2012年12月31日具有未完工合同的九個項目中，七個已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完
工，餘下兩個於2013年6月30日仍在建設中（未確認為收益的部分已計入未完工合同）。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6個新簽項目當中，5個項目已於同期竣工，於2013年6月30日，
11個項目正在建設（未確認為收益的部分已計入未完工合同）。

(8) 根據有關合同，鄂爾多斯海明堡直升機產業園計劃於2012年10月完工。由於天氣條件不
利，該項目於2012年10月停工，並於2013年4月復工。

近期發展情況

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兩個月，我們獲授1個鋼結構項目。據摘錄自本集團的未經審

核管理賬目所示，我們於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兩個月的總收益約為人民幣269,900,000

元，包括鋼結構項目所產生的收益約人民幣155,300,000元及預製構件建築項目所產生的收

益約人民幣114,500,000元。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兩個月，我們的未經審核總銷售成本及

未經審核毛利分別約為人民幣175,600,000元及人民幣94,300,000元，而我們的未經審核毛

利率約為34.9%。董事確認，自2013年6月30日起直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我們的財務或交易

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我們年╱期末未完工合同金額（指於2013年8月31日尚未全部完工的項目的未確認估

計總收益部分）約為人民幣496,800,000元，其中鋼結構項目及預製構件建築項目的未完工

合同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51,500,000元及人民幣345,300,000元。於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

兩個月內獲授的新合同金額淨值總額約為人民幣13,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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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市的開支總額估計為人民幣51,100,000元（基於全球發售的指示性價格範圍的

中位數計算，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其中約人民幣24,100,000元預計將於上市後撥

充資本。餘下約人民幣27,000,000元的費用及開支已經或預期將會於我們的損益內入賬，

其中人民幣22,200,000元已於往績記錄期間於我們的損益內入賬。

根據上市規則須予作出的披露

董事已確認，於最後可行日期，並無任何情況導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至13.19條

的規定作出披露。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盈利預測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預測綜合盈利不低於人民幣

265,700,000元，而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備考預測每股

基本盈利不低於人民幣16.61分。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盈利預測」

一段。

發售統計數據

按發售價每股

股份1.03港元計算

按發售價每股

股份1.25港元計算

股份市值（1） 1,648,000,000港元 2,000,000,000港元

預期市盈率

－備考全面攤薄（2） 4.9倍 6.0倍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

　每股有形資產淨值（3） 0.73港元 0.78港元

附註：

(1) 我們股份的市值乃根據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1,600,000,000股股份（並無計及因
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或本公司根據發
行授權及購回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的任何股份）計算。

(2) 備考全面攤薄預期市盈率乃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發售價分別為1.03港元及1.25港元的
備考全面攤薄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未經審核備考預測基本盈利人民幣16.61分（20.85港仙）（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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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盈利預測」一段所披露）計算，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及1,600,000,000股股份已發行（假設於本招股章程日期的已發行股份及根據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
擬發行的有關股份已於2013年1月1日發行，惟未計及因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
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或本公司根據發行授權及購回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
回的任何股份）。

(3)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所述調整後，以於緊
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分別按發售價每股1.03港元及1.25港元已發行1,600,000,000股股份
（惟未計及因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或
本公司根據發行授權及購回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的任何股份）為基準計算得出。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而發售價為每股股份1.14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中

位數），我們估計，經扣減我們就全球發售應付的包銷費用及其他估計開支後，我們從全球

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425,800,000港元。我們擬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作下列用途：

‧ 約55.0%將用於為預製構件建築業務收購廠房、為預製構件建築項目擴大我們

的產能及向未來預製構件建築項目提供資金；

‧ 約23.8%將用於為鋼結構項目擴大我們的產能及向未來鋼結構項目提供資金；

‧ 約11.2%將用於鋼結構建築業務及相關生產設施的潛在收購；

‧ 約5.0%將用於研發；

‧ 約3.0%將用於建立銷售辦事處及增聘銷售及營銷人員；及

• 約2.0%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倘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則額外的所得款項淨額約61,400,000港元（假設發售價釐定為

所述範圍的中位數）將由本公司按與上文所載相同的比例加以應用。倘全球發售的所得款

項淨額毋須即時用作以上用途，我們現時擬將有關款項存放於持牌銀行或金融機構作為短

期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