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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域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呈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 70,730 98,837

銷售成本 (70,706) (97,805)     
  

毛利 24 1,032

其他收益 4 7 2
銷售開支 (67) (73)
行政開支 (856) (911)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892) 50
財務費用 (361) (388)     

  
除稅前虧損 5 (1,253) (338)

所得稅 6 — —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1,253) (338)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37)仙 (0.10)仙
     

第 7頁至第 17頁之附註為此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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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呈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二零一七年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2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9 29,805 60,2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951 12,229    

34,756 72,45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 10 5,129 5,162
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11 19,633 56,061    

24,762 61,223
    

流動資產淨值 9,994 11,236
    

資產淨值 10,005 11,25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41 441
儲備 9,564 10,817    

權益總額 10,005 11,258
    

第 7頁至第 17頁之附註為此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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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呈列）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賬 實繳盈餘 累計虧損 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之

結餘 441 172 15,088 (4,443) 11,258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收入 

總額 — — — (1,253) (1,253)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41 172 15,088 (5,696) 10,005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441 172 15,088 (4,574) 11,127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收入 

總額 — — — (338) (338)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441 172 15,088 (4,912) 10,789
      

第 7頁至第 17頁之附註為此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中期報告  2017 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呈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30,425 (36,657)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減少 (33) (3,405)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之其他現金流量 (884) 71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29,508 (39,991)   

投資活動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3 2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3 2   

融資活動

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減少）╱增加 (36,428) 40,683
融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361) (388)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36,789) 40,29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7,278) 306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229 9,046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951 9,352
   

第 7頁至第 17頁之附註為此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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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
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
條文而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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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七年十一
月三十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與二零一六╱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策
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七╱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
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 2。

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表作為比較資料
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
自該等財務報表。核數師已於其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報告內就該等
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之本會
計期間首次生效。該等變動對本集團之本期間或前期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
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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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呈報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煤炭貿易業務。收益指已售貨品銷售價值扣除退貨、折
扣、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

(b) 分部呈報

本集團於當前及先前期間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煤炭貿易業務。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地區位置（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ii）本集團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料。客戶之地區位置以貨物交付位置為依據。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地區位置以資產之實際位置為依據。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於
二零一七年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中國內地 70,730 98,837 — —

香港 — — 11 22     

    

70,730 98,837 11 22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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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4 其他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3 2

匯兌收益淨額 4 —   

  

總計 7 2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折舊 11 23

員工成本 450 465

存貨成本 67,707 88,375

財務費用 361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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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
   

由於就香港利得稅而言本集團之香港業務錄得虧損，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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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東應佔虧損 1,253,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 342,116,934股（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2,116,934

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攤
薄潛在普通股，故該期間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方式與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
方式相同。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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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中包括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其按發票
日（或確認收益日期（倘較早））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17,746 20,631

多於一個月但三個月以內 11,795 38,198

多於三個月但六個月以內 — 1,199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29,541 60,02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1,328 11,266

減：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減值 (11,064) (11,064)   

29,805 60,230
   

向煤炭貿易業務之客戶提供之信貸期按個別情況協商。於指定銀行收妥所需文件
後不超過 90日期限之不可撤回信用狀一般須不遲於銷售協議所訂明預期船隻到達
裝貨港之日期前 14日作出。

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因信貸質素並無出現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為可全
數收回，故毋須就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作出減值撥備。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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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續）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印尼兩家頂級煤礦營運商之市
場推廣代理（「原供應商」）訂立煤炭買賣協議（「原該等協議」）。根據原該等協議，
本集團已向原供應商支付預付款項總額 13,000,000元，以確保相關煤礦營運商長
期供應動力煤。該預付款項可透過從本集團購買煤炭之單位成本中扣減事前協定
金額而收回。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原供應商及印尼兩大採煤公司之另一名代
理（「新供應商」）訂立轉讓及修訂契據（「契據」），據此，原供應商已轉讓若干其於
原該等協議之權利、所有權及權益予新供應商，並修訂原該等協議之若干條款，
其中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公告。根據經契據修訂之
原該等協議，新供應商同意於二零一七年年底之前以訂約方於採購合約中協定之
價格向本集團交付最多約 11,600,000公噸之動力煤。原供應商亦將有權獲得本集
團出售動力煤賺取之邊際利潤之一半（「原賣方權利」），作為其促成訂約方訂立契
據及向本集團轉介潛在終端客戶之代價。於契據日期，已支付予原供應商之未用
預付款項結餘約為 11,600,000元，而原賣方權利將自該預付款項結餘中扣減。除
對原該等協議作出之修訂外，原該等協議之其他條款須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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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續）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動用預付款項為 11,565,000元。董事根據提供給
本集團之所有相關資料，重新評估未動用預付款項的可收回程度。由於煤炭市場
持續低迷，煤炭需求低，預付款項之動用情況極少，而本集團亦與原供應商及新
供應商就確保按經契據修訂之原該等協議交付動力煤以及要求預付款項之商討變
為徒勞無功，董事認為，本集團透過動用未來採購金額或償還預付款項收回預付
款項結餘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因此，全額減值虧損亦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確認。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集團透過與相關方簽署並互換一系列合約，重組經契據
修訂之原該等協議項下之權利及義務（「新該等協議」），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公告。根據新該等協議，未動用預付款項之餘額將
就每次購買按協定基準動用，每年就購買或由原供應商支付予本集團之現金付款
所動用之預付款項下限為 2,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動用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合共 640,000元已從原供應商收回。因此，上年
度確認之減值虧損已撥回並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金額限於實際收回之金額。期
內，並無進一步動用預付款項或自原供應商收回其他應收款，然而，董事知悉原
供應商直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已達到其年度最低還款 2,000,000元。董事
將持續密切監控原供應商預付款項的可收回程度。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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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作出之貿易債權人（計入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以內 4,446 3,888　   

  

貿易債權人 4,446 3,8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83 1,274　   

  

5,129 5,162
　   

11 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按實際年利率介乎 1.75%至 2.50%（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88%至 2.25%）計息之銀行貼現票據之到期日不多於 90日。

12 經營租賃承擔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19 208
   

本集團為向同系附屬公司租賃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之辦公室物業之承租人。初步租
期為三年。所有條款均可於續租時重議。租賃並不包括或然租金。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安域亞洲有限公司15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涉及有關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若干前附屬公
司之法律索賠。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不再經營其鞋類業務。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與勇榮實業有限公司（「勇榮」）之一名
董事全資擁有之公司 Landway Investments Limited（「Landway」）訂立買賣協議
（「該協議」），以出售 (i)1股勇榮股份，佔勇榮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0.0000033%；
(ii)1,000股China Compass Investments Limited（「China Compass」）股份，佔
China Compass全部已發行股本；及 (iii)China Compass結欠本公司本金額約
1,579,000元之無抵押免息股東貸款，代價為 3,200,000元（「出售事項」）。出售事
項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完成。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Landway就本公司一名前董事涉嫌於出售事項所作
出之虛假陳述向本公司提出索賠，並於香港高等法院向本公司提出索賠 700,000

元連同利息。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提出抗辯並否認 Landway提出之
指控。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七日，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申請撤銷 Landway之索
賠。由於 Landway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修訂其索賠陳述以回應撤銷申請，故
撤銷申請並未成功。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提出經修訂抗辯。
於本報告期末，法律訴訟正在進行，且並無達任何結論。

根據本公司法律顧問之意見，該項法律訴訟仍處於初期階段，評估該項訴訟之結
果尚言之過早。本公司已獲悉 Landway所提出的指控含糊不清及不具體，因此本
公司將盡力就該索賠作出抗辯。根據最新資料顯示，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有
關上述索賠於此等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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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董事及管理層其他主要成員於本期間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155 155

退休計劃供款 1 1   

  

156 156
   

(b) 與同系附屬公司進行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租金開支、大廈管理費及水電費 210 193
   

持續關連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之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美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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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煤炭貿易業務之表現有所回落，錄得收

益 70,730,000美元，按年減少 28.44%或 28,110,000美元。本集團向中國內地

出售源自印尼、俄羅斯及澳洲之動力煤及焦煤，總銷量約為 1,100,000公噸，

而去年同期則約為 2,180,000公噸。

本期間之銷售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僱員福利成本、租金及企業開支，合共約為

920,000美元，較去年相應報告期 980,000美元減少 60,000美元。本期間之票

據貼現產生財務費用約 360,000美元，較去年相應報告期之 390,000美元減少

30,000美元。由於銷量下跌，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財務費用均有所下跌。

與二零一六年同期比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錄

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大幅增加約 270.71%，主要由於 (i)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銷量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下

跌約 28.44%；(ii)由於煤炭市價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持

續上漲及波幅減少，導致煤炭平均採購成本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有所上升，令本集團之採購減慢；及 (iii)煤炭運輸成本上升所致，上述因素

均對本期間之毛利率構成重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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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煤炭市價持續上漲及波幅減少，導致本集團之採購減

慢。因此，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集團之銷量及毛利率均錄得跌幅。

儘管中國煤炭進口量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有所增長，本集團留意到 Platts Marine

曾在本月初報告指，由於煤炭進口量可能收緊，裝載煤炭之船隻在中國南部及

東部沿海滯留之情況大增，而海運煤炭之卸貨亦大幅延誤。Platts Marine亦

報稱，港口機關已否認在各個港口限制進口煤炭卸貨。本集團留意到於報告期

後，若干貨物卸貨有所延誤，導致該等貨物之運輸成本有所增加。

本集團留意到進口煤碳之成本優勢及中國沿海電廠於其財政年度下半年對煤炭

之需求增加。本集團將密切監測此方面之進展，此乃由於加緊對中國進口煤炭

之管制將對本集團之銷售及毛利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此外，本公司將檢討及

考慮管理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及增長之適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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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我們在管理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上繼續貫徹審慎方針。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及銀行現金約為 4,950,000美元，而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2,230,000美元。現金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日常營運付款及貿易活動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19,630,000美元，而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有 56,060,000美元。借貸減少乃由於所有為應

付因本集團貿易業務產生之營運資金需求而附追索權之應收貼現票據已到期所

致，其以相應信用狀結清。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即債項淨額（借貸總額減手頭及銀行

現金）對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為 146.75%（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89.34%）。

本集團對其信貸及收款政策實施嚴格控制。誠如煤炭貿易業務之買賣協議所訂

明，信譽良好之銀行給予不超過 90日期限之不可撤回信用狀一般須不遲於貨船

預期到達裝貨港之日期前 14日作出。至今，本集團之煤炭貿易業務並無產生任

何壞賬。

本集團向來依賴其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現有貿易融資貸款支持其日常業務運

作。本集團現時並無重大資本支出之計劃，而我們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流動

資金應付其現時及未來之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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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波動風險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資產及負債以及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元及美元（即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計值。

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惟現正密切監察金融市場，並將考慮於有

需要時採取適 當措施。現時，本集團並無有關外幣之對沖安排，亦無訂立任何

金融衍生工具安排。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資料變動

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日期後，根據上市規

則第 13.51B(1)條須予披露之董事資料出現以下變動：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冉東先生 已辭任華彬投資於中國之財務經理，自二零一七年
六月十六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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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任何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的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現行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採納日

期」）獲採納。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起十年內有效（即由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

日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可向合資格參與者（包括

任何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之僱員及董事會全權酌

情認為會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授出購股權，以根據當中載列的條

款及細則認購本公司之股份。購股權計劃的目的是為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獲取本

公司專有權益的機會，董事相信該等購股權有助本公司吸引及挽留對本公司的

成功作出貢獻的優秀員工，以及將有助建立本集團與合資格參與者之間的共同

目標，以提升本集團的業務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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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數目不得超過於股東批准日期之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 10%。本公司可在股東大會上尋求股東批准更新 10%上限（「購股權計劃

限額」）。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最高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本之 30%。於任何 12個月期間，根據購股

權計劃可發行予各參與者之最高購股權數目，概以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

份之 1%為限。倘再授出超出該上限之購股權，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

該參與者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凡向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購

股權，均須獲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身為建議承授人之任何獨立非執行董

事）批准。凡擬向身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關

連人士或任何彼等各自之關連人士授出購股權，而有關擬授出購股權（於過往 12

個月已向該名關連人士授出之購股權總數）使該人士有權收取本公司當時合共佔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0.1%以上而價值超過 5,000,000港元，則擬授出該等購股權

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除所涉及之關連人士外，本公司所有其他關連人

士須於有關股東大會放棄投票（惟任何有意投反對票之關連人士則另作別論）。

按於採納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 340,616,934股計算，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

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將予授出的全部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的最

高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 34,061,693股，即佔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之 10%。購

股權計劃限額自採納日期以來從未予更新。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總

數為 32,561,693股，相當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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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價須最少為以下三者之較高者：(a)於授出日期（必須為營業日）聯交所每日

報價表所列之本公司股份收市價；(b)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

報價表所列之本公司股份平均收市價； 及 (c)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承授人接納購股權時，須支付象徵式代價 1港元。授出購股權之要約須於授出日

期起計 15日內接納。

購股權可於董事釐定及知會各購股權承授人之期間內隨時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

款行使，而該期間可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後任何一日開始，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

遲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董事可全權酌情釐定購股權獲行使前須持有購

股權之最短期間或其他限制。

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尚

未行使之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已授出、失效或註銷。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及下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



中期報告  2017 24

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有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或

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而取得利益。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深知，下列人士╱法團（本公司董事及主要

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第 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

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Reignwoo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Reignwood」) 
（附註）

實益擁有人 182,459,527 53.33%

附註：

Reignwood由嚴彬博士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包括董事及本公

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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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駐香港之全職僱員共 9人（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9人）。本集團之酬金政策為按個別員工及本集團之表現而向其支付

在業內既具有競爭力、推動力而又公平公正之工資及薪金。除薪金外，本集團

亦向僱員提供其他附帶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公積金計劃及按表現釐定之花

紅。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鄭永生先生（「鄭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

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之權力及職權平衡。董事會由

經驗豐富及有才幹人士組成，並定期舉行會議以就影響本公司營運之事宜進行

討論，故董事會之運作已確保權力及職權平衡。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將有利於

建立穩健而一致之領導，令本集團可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落實決定。董事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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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充滿信心，相信彼兼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對本集團之業

務發展有利。然而，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架構之有效性，以確保該架構適合本

集團當時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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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會成員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顏

興漢先生（委員會主席）、楊建邦先生及張貞熙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

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安域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鄭永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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