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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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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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ENERGY GROUP LIMITED
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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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0,159 74,597

其他收入 3,232 592

製成品存貨變動 (34,634) (69,026)

折舊及攤銷費用 (1,068) (1,335)

員工成本 (7,866) (8,005)

出售附屬公司投資之收益 – 438

其他經營支出 (8,891) (9,290)

財務費用 (46) (56)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9,114) (12,085)

所得稅費用 5 (5) (5)

本期間虧損 (9,119) (12,09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此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633 777

－於出售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 – (3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1,633 740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7,486) (1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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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136) (11,833)

非控制性權益 (983) (257)

(9,119) (12,09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261) (11,091)

非控制性權益 (1,225) (259)

(7,486) (11,350)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0.7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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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368 29,351
無形資產 228 2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64 914

35,560 30,543

流動資產
存貨 8 765 906
應收貿易賬款 9 1,821 4,1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178 3,5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079 70,133

68,843 78,7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2,418 44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034 6,825
租賃負債 297 883
應付所得稅 6 6

10,755 8,162

流動資產淨值 58,088 70,587

資產淨值 93,648 101,130

權益
股本 12 113,631 113,631
儲備 (18,897) (12,6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4,734 100,995
非控制性權益 (1,086) 135

權益總額 93,648 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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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會計政策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有必需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連同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
編製。

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採納以下所述的新增╱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一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其與本集團有關，並由本期間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採用該等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產生
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就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作出評估，但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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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循環再造油╱生物柴油貿易 33,649 67,806

建築廢料貿易及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2,418 2,585

塑料回收╱金屬廢料 3,681 2,706

放債服務 – 1,500

醫療保健服務 411 –

40,159 74,597

業務分部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開展其實驗室診斷服務及臨床健康
服務之新業務，其財務資料於醫療保健分部獨立披露。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成立五個業務部門，上述呈報之所有
分部收入均源自外界客戶。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
現提供之本集團呈列為以下分部須報告。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企業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若干其他應收款項以及並非營
運分部之業務活動直接應佔之其他資產）除外，原因為該等資產是以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貿易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營運分部之業務活動直接應佔
之其他負債，以及不包括企業負債及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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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建築廢料
及廢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
能源

塑料回收╱
金屬廢料 放債 醫療保健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418 33,649 3,681 – 411 40,159

業績
分部業績 1,044 88 (4,389) (83) (402) (3,742)

其他企業開支 (8,558)
財務費用 (46)
其他收入 3,232

除所得稅前虧損 (9,11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建築廢料
及廢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
能源

塑料回收╱
金屬廢料 放債 醫療保健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585 67,806 2,706 1,500 – 74,597

業績
分部業績 917 295 (2,909) 215 – (1,482)

其他企業開支 (11,139)
財務費用 (56)
其他收入 59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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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按分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建築廢料
及廢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
能源

塑料回收╱
金屬廢料 放債 醫療保健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0,169 13,486 32,722 890 4,430 61,697

未分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350
其他企業資產 356

綜合總資產 104,403

負債
分部負債 200 88 5,159 – 4,828 10,275

其他企業負債 480

總負債 10,75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建築廢料
及廢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
能源

塑料回收╱
金屬廢料 放債 醫療保健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0,690 13,663 32,693 1,227 – 58,273

未分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458
其他企業資產 561

綜合總資產 109,292

負債
分部負債 299 354 5,225 3 – 5,881

其他企業負債 2,281

總負債 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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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及津貼 7,866 8,005

利息收入╱金融工具的已變現公平價值收益 (348) (3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

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收益 – (438)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2,447) 1,882

包括於其他經營開支之開支：
行政開支 1,421 1,379

法律及專業費用 3,196 2,878

維修及保養以及廢物處理 2,157 1,297

公用設施及其他開支 1,465 2,541

5. 所得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中國稅項 (5) (5)

由於本公司發生稅務虧損及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有以往稅務虧損以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提供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扣減稅務寬減及
按16.5%的稅率計算。

本集團有關中國大陸經營業務的所得稅撥備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相關常規，按照本期間
估計應評稅利潤及按25%（二零一九年：25%）的稅率計算。

由於未能確定能否收回潛在遞延稅項資產，故並無確認與本集團稅項虧損有關之潛在遞延
稅項資產。

6.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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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8,136) (11,833)

股份數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136,308,176 1,112,506,318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
發行在外。

8.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塑料 539 904

建築廢料 4 2

醫療及實驗室物料 222 –

765 906



11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821 4,149

減：預期信用損失撥備 – (16)

1,821 4,133

本集團給予若干貿易客戶進行貨到付款現金銷售，並同時以零至三十日的信貸期進行銷售（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
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237 4,133

91至180日 584 –

1,821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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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1,146 577

貿易按金 2,570 2,219

其他按金及應收款項 1,426 1,695

5,142 4,491

減：非流動部分 (964) (914)

4,178 3,577

所有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惟租金、公用服
務及雜項按金合共964,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914,000港元）除外，其預計將於
超過一年後收回。

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418 448

供應商的付款期限一般為三十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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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 946,928 94,693

透過配售發行新股份（附註） 189,380 18,93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6,308 113,631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以配售最多189,380,000股配售
股份，有關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0.12港元，較股份於配售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
每股0.149港元折讓約19.46%。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89,380,000股配售股份已按每
股配售股份0.12港元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本次股份配售事項產生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2,500,000港元。18,938,000港元已經記入股本貸方，餘額約3,562,000港元已經記入股份溢價
賬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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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40,2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同期：約74,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4,4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
8,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11,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1.4%。
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匯兌收益約2,400,000港元所產生，相對二零一九年同期虧損
1,900,000港元，而匯兌收益是由於換算以外幣計值的餘額所致。冠狀病毒疫情所
帶來的不確定性、美國經濟下滑及美元貨幣供應量增加等因素導致美元下跌。美
國貨幣處於接近三年來的最低水平，對一籃子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自二零二零年
的最高水平下跌約10%。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歐元兌美元及港元升值，並因此
導致匯兌收益減少。然而，於原油價格暴跌、面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塑膠回收
市場停滯不前及原料供應短缺的不利影響下，塑膠回收分部的虧損增加，因此減
低虧損減少的幅度。

分部資料

(a) 可再生能源－可循環再造油╱生物柴油貿易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可循環再造油╱生物
柴油貿易錄得收入33,6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67,800,000港元）。

生物柴油之價格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之歷史高位下挫，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後則
慢慢回升。對國際旅遊以及區域性及地方流動所施加之限制，使人流及貨物
不能自由進出，對運輸燃料需求造成重大打擊。此外，原油價格自疫症大流
行開始下降，亦減弱生物燃料相比化石運輸燃料之競爭力。

此外，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集裝箱短缺以及對海運出現突如其來之需求，
推動了國際運費急升。所有航線之集裝箱運費均處於歷史高位，大量利潤率
微薄之訂單因而卻步。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集裝箱供應量低，亦使部份出
貨延遲。於二零二零年，該業務分部一直面對不同之挑戰，導致收入較去年
同期減少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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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築廢料及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此業務分部之收入涉及收集及回收建築廢料以及銷售回收後之建築材料。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此分部產生之收入約為2,4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2,600,000港元）。即使在2019冠狀病毒疫症大流行之
嚴峻情況下，本集團仍致力持續該分部之營運，因此仍能保持與二零一九年
同期相近水平之收入。此舉亦為與當地建築公司和政府機關維持已建立長期
信任和關係之一種方式。

(c) 塑料回收╱金屬廢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來自塑料回收╱金屬
廢料分部之收入為3,7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2,700,000港元）。收入增
加主要是由於日本附屬公司作出貢獻所致。然而，此分部錄得虧損為4,4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同期：2,900,000港元），此乃由於日本業務之收入仍未能抵
銷其固定業務開支及經常性開支。

隨著2019冠狀病毒爆發，經濟活動減少，全球油價大幅下跌。疫症大流行亦
加劇再生塑膠與石油工業所生產之新塑料兩者之間的價格戰。目前，歐洲及
全球塑料回收市場之經濟生存能力備受重大壓力。

此外，具嚴重破壞性之第二波疫情迫使政府不情願地再次採取封城或限制措
施，使歐洲經濟受到新一輪創傷。自2019冠狀病毒衝擊以來，本集團在德國
之回收業務一如世界各地之回收商出現萎縮。

關於投資於日本高級別塑料廢料回收及加工之新業務，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
影響，完成機器安裝及生產運作已延後至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在宣佈進入
緊急狀態以強制封城後，2019冠狀病毒疫症大流行使日本之旅遊業及經濟陷
入癱瘓。對塑料包裝之需求驟減，導致再造塑料之原料短缺，因此，本集團
在日本之加工業務運行規模遠遠低於其全部產能。

(d) 放債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該分部並無產生任何收入（二
零一九年同期：1,500,000港元）。隨著全球疫症大流行使經濟狀況惡化以及
對收入構成負面影響，放債市場之拖欠率繼續呈上升趨勢。在2019冠狀病毒
疫症下，新交易陷入停頓。本集團需對新貸款之信貸質素採取更謹慎及保守
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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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醫療保健業務

該分部之主要元素涉及實驗室診斷服務及臨床健康服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醫療保健業務分部產生之收入約為40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同期：無）。有鑑於香港對2019冠狀病毒檢測服務之需求，本集
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開始醫療保健業務分部之新業務。其為本集團業務多
元化發展之一部分。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現金流量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額約為68,800,000港元（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78,7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總額約為10,800,000港元（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8,2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6.4（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約9.6）。本集團有足夠資金償還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104,400,000港元（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約109,3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
對外借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無）。

配售新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本公司以每股0.12港元之價格配售189,380,000股新普通
股，籌集到所得款項淨額約22,500,000港元（「配售事項」）。有關配售事項之進一
步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
二十四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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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本公司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計劃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止之實際
用途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使用尚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之預期時間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進一步發展本集團現有之塑膠 

回收業務
10.0 10.0 0.0 –

未來擴充本集團現有之可再生能源
業務及本公司將予物色之未來商機

8.0 0.0 8.0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或

之前

本集團之額外一般營運資金 4.5 4.5 0.0 –

總計 22.5 14.5 8.0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上述所得款項淨額之預期應用時間以及先前披
露之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有任何重大改變。餘下所得款項預計將會按照上述
擬定用途使用。本公司將會於適當時候就餘下所得款項之用途另行發表公佈。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前過去十二個月內概無其他股本集資活動。

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一般經營業務及投資主要位於香港、德國及日本，而收入及支出以美元、
歐元及日圓為單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可能會受到外幣匯率波動所影響。此外，
我們面臨來自若干銀行結餘的外匯風險，該等結餘以人民幣及歐元計值。本集團
將會定期檢視其匯兌風險，並可能考慮在適當時候用金融工具對沖有關風險。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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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業務經營並無受到任何季節性及週期性因素之重大影響。

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中旬，本集團已設立其附屬公司，以從事主要涉及實驗室診
斷服務及臨床健康服務之醫療保健業務。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
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出售。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展望及未來前景
全球之宏觀經濟狀況很可能仍將承受壓力，至少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仍維持如此。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大量分發後，二零二一年之全球經濟復甦可能是幾十年來最
快。然而，實在太難預測全球衰退之經濟需時多久才能重上軌道。疫症大流行以
及相關之封城將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其亦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克服。

另一方面，在拜登執政下，中美貿易關係減少波動之可能性較大。其可能亦減少
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之波動，從而加速2019冠狀病毒疫情後之經濟復甦。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會繼續嚴格控制開支及付款，以優化其流動資金及財務穩健
性。本集團將會採取小心審慎的態度以發展其現有及新業務以拓寬其收入來源。
在進行高級別塑膠廢料回收及加工時，日本附屬公司致力透過對機器及技術進行
微調改善質素，從而滿足各國對進口再生塑料越趨嚴格之要求。

為搶佔市場份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最後一個季度開展醫療保健新業務。隨著
越來越多人選擇健康診斷以及防病於未然，2019冠狀病毒疫症大流行似乎預示醫
療保健行業及診斷檢測行業會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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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德國及日本有30名僱員（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30名僱員）。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津組合，以鼓勵員工在事業上不斷改善及進步。本公司
現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及獎賞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對本集團業績
及業務發展作出貢獻的個人表現。

僱員之薪酬、晉升及薪金，乃基於其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專業資格及當前市場
慣例而評估。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內，本公司
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惟就守則條文第A.2.1條有若干偏離之處。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分開，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期間內擔任本公司主席之黃世雄
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可加強及統一對本公司
之領導，並可更有效及符合效益地計劃及實行業務決策及策略。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管理架構之利弊，並在考慮本集團業務之性質及規模後，在
日後採取可能屬必須之適當措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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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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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標準及其
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上市規則附錄14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設有權責範圍，本公司之審
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論風險管理系
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可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世雄

香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本公司有三名執行董事，羅賢平先生、黃世雄先生及何偉雄
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譚鎮華先生、施祥鵬先生及劉家榮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