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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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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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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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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6）
（「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約為人民幣 170.6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78.4百萬元）。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人民幣4.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約人民幣
1.2百萬元）。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人
民幣0.48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人民幣
0.12分）。

•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
期股息。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業
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可資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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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70,578 178,437
銷售成本 (148,004) (153,925)  

毛利 22,574 24,512
其他收入 4,861 3,177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575) 960
分銷成本 (7,836) (8,101)
行政開支 (21,985) (14,043)
其他經營開支 – (532)  

經營（虧損）╱溢利 (2,961) 5,973
應收被投資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52) (192)
融資成本 (1,374) (1,599)  

除稅前（虧損）╱溢利 (4,387) 4,182
所得稅開支 5 – (1,979)  

期內（虧損）╱溢利 4 (4,387) 2,203  

期內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665) 1,164
非控股權益 278 1,039  

(4,387) 2,203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7 (0.4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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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387) 2,203  

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058 (1,322)

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785) 97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1,273 (34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14) 1,859  

期內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392) 820
非控股權益 278 1,039  

(3,114)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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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3,855 35,90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085 6,196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766 11,766  

51,706 53,868  

流動資產
存貨 70,411 47,359
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60,948 125,60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22 222
按公允價值列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 7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6,418 142,379  

287,999 316,28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72,222 87,087
應付即期稅項 – 1,071
借貸 61,613 73,015  

133,835 161,173  

流動資產淨值 154,164 155,1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870 208,984  

資產淨值 205,870 208,98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8,872 88,872
儲備 62,790 66,1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1,662 155,054
非控股權益 54,208 53,930  

總權益 205,870 20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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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且於其二零一七年一月一
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
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
列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構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其他已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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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評估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列入完整財務報表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此應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六年年報」）一併閱
讀。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二零一六年年報所遵
循者一致。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以結合業務系列（產品及服務）以及地域而區分，以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內部呈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一致的
方式呈列以下兩個須予報告分部。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致成為下列須予報告分
部：

• 鋼─中國：此分部之主要收入來自鋼管、鋼片及其他鋼造產品的製造及買賣。此等
產品由本集團設於中國之製造設施而製造。

• 投資：此分部投資於股本證券，從而賺取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及╱或在投資價值的
長期升值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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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個須
予報告分部之相關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所有負債
（包括各分部直接管理的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借貸），惟企業負債除外。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銷售額及錄得之開支或因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
或攤銷而產生者，分配至各個須予報告分部。須予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
會計政策相同。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計算方法為「EBIT」，即「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
利」。

以下為向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提供之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資料，以分配資源及
評估分部表現：

鋼－中國 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70,578 – 170,578   

分部溢利╱（虧損） 2,869 (56) 2,81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327,338 86 327,424

分部負債 83,275 175 83,450   

鋼－中國 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78,437 – 178,437   

分部溢利 8,376 738 9,11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分部資產 355,991 1,212 357,203

分部負債 113,423 328 11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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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報告之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損益：
須予報告之分部溢利總額 2,813 9,114
融資成本 (1,374) (1,599)
企業及未分配損益 (5,826) (3,333)  

期內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4,387) 4,182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須予報告之分部資產總額 327,424 357,203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766 11,766
－其他 515 1,188  

綜合總資產 339,705 370,157  

負債：
須予報告之分部負債總額 83,450 113,751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50,385 47,422  

綜合總負債 133,835 161,173  

本集團逾90%收益及資產來自位於中國之客戶及業務，因此並無進一步披露本集團
之地區資料分析。

4. 期內（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期內（虧損）╱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47,901 153,449
折舊 2,451 2,758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11 11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25 (57)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津貼 12,831 11,39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055 2,548

16,886 1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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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862
香港利得稅 – 117  

– 1,979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
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乃按該期間之應課稅溢利
以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的稅項開支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並根據有關司法
權區的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4,665,000元（二零一六年：
溢利約人民幣1,164,000元）及本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72,564,000股普通股（二零
一六年：972,564,00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兩個期間概無已發行在外之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
損）╱盈利相同。

8. 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約人民幣92,174,000元之貿
易應收帳款。貿易應收帳款扣除撥備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27,824 39,012
31至60天 31,884 39,623
61至90天 19,169 19,696
91至180天 13,100 13,102
超過180天 197 –  

92,174 11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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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約人民幣 7,886,000元之貿
易應付帳款。貿易應付帳款以收取貨品日期為基準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5,413 12,975
31至60天 1,389 1,638
61至90天 567 175
91至180天 278 78
181至365天 181 105
超過365天 58 70  

7,886 15,04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綜合收益約達人民
幣170,578,000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178,437,000元減少 4.4%。毛利率為 13.2%，而
去年同期則為13.7%。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4,665,000元，去年同期
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164,000元。本期間之每股虧損為人民幣 0.48
分，去年同期則為每股盈利人民幣 0.12分。

業務回顧

於回顧半年期間，本集團管理層之主要業務目標仍是重新取得廣州美亞（為本
公司唯一在營之附屬公司，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約98%之營業額）之控制權。本集團於過去兩年已無可避免對廣州美亞之不
合作管理層採取多項法律行動。該等法律行動之進度及最新消息連同本公司
所有其他重要資料已於本公司於回顧半年期間適時作出之公告及自二零一五
年五月起的每月定期公告內詳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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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聯交所發表公告表示，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
日，聯交所認為本公司未能符合第13.24條須擁有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之規定。
聯交所先後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將本公
司置於除牌程序之第一及第二階段。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牌程序第
二階段結束時，本公司仍沒有提交任何復牌建議。因此，聯交所決定根據上市
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之規定將本公司置於除牌程序第三階段。本公司將有最
後六個月之期限提交可行之復牌建議以符合所述復牌條件。若至除牌程序第
三階段結束（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時聯交所尚未接獲可行復牌建議，本
公司之上市地位將被取消。

於開展除牌程序第三階段前，本公司已成立復牌工作組，包括法律顧問、核數
師及財務顧問以制定可行復牌建議。最終，本公司財務顧問於二零一七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復牌建議」）。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聯交所已同意准許本公司進行復牌建議，惟須待復牌建議項下擬進行之所有
交易完成。倘本公司未能如此行事，或復牌建議因任何原因而未有進行，聯交
所將進而取消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於本業績公告日期，本公司之
復牌工作組順利進行復牌建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謹請注意，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本公司以總代價620,000,000港元向達成（賣
方）收購益陞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項」）。益陞控制位於越南民進港之特
定港口及若干房地產項目之開發權利（「民進港項目」）。然而，本公司隨後發現
此為達成及其同謀歪曲事實而誘使作出之收購交易。因此，本公司根據失實陳
述條例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展對達成及其他指稱關連
人士之法律訴訟（二零一二年香港高等法院案件編號六十四，「HCA64/2012」）。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舉行之法院聆訊中，本公司向法院取得臨時禁制令（「禁
制令」）以限制該236,363,636股代價股份（即上述就收購益陞而向達成支付總代價
620,000,000港元之其中一部分）之任何變動。於本業績公告日期，禁制令仍然生
效。

基於多項因素，董事會目前認為本公司未能繼續開發民進港項目，而董事會正
尋求有關撤銷收購事項可能性之法律意見。鑑於HCA64/2012因收購事項而起，
董事會認為招致額外法律開支以向達成及其他關連方追討申索不符合本公司
利益。倘收購事項如預期撤銷，HCA64/2012將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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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HCA64/2012外，本公司目前亦涉及多項法律訴訟，於本業績公告日期仍在審
理。HCA64/2012及該等法律訴訟之進度及最新消息連同本公司所有其他重要資
料已於本公司於回顧半年期間作出之即時公告內詳細披露。

生產及銷售

本期間中國間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入約為人民幣 55,215,000元，比去年同
期約人民幣59,453,000元下降約7.1%。國內之間接出口銷售市場仍然是本集團鋼
材分部之核心市場。

本期間國內鋼材產品之內銷收入約為人民幣111,929,000元，比去年同期約人民
幣114,896,000元減少約2.6%。

本期間中國以外直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入約為人民幣3,435,000元，比去年
同期約為人民幣 4,088,000元減少約 16%。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利約為人民幣22,574,000元，毛利率約13.2%，去年同期
毛利則約為人民幣 24,512,000元，毛利率約13.7%。

經營開支

本集團本期間之經營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 29,821,000元，其中分銷成本約人民
幣7,836,000元，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1,985,000元，其他經營開支為人民幣零元，佔
收益之比重分別約為4.6%、12.9%及0%。去年同期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8,101,000
元、人民幣14,043,000元及人民幣532,000元，比重分別約為4.5%、7.9%及0.3%。營
業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之員工成本及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374,000元，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
幣1,599,000元。本集團依賴銀行借貸撥資經營貿易活動，而本期間內支付之融
資成本減少乃主要因為利率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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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理財政策

本集團一直秉承審慎之理財政策。本集團繼續對主要應收帳款進行投保，以降
低賒銷之風險，也確保資金之及時回收，從而保證對償還負債及承擔營運資金
之需要。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56,418,000
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54,164,000元，而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155,116,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約為2.15，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1.9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銀行提供之可用融資信貸共約人民幣
56,603,000元，按固定利率計算，已提取以撥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率（淨債務除以總資本）約為65.0%，而於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率則為77.1%。借貸之即期部份分別佔本
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約18.1%
及19.7%。

現金流量

於本期間，本集團經營業務帶來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4,225,000元，而去年同期
則錄得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3,940,000元。經營業務之淨現金流入減少主要是因
為存貨及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所致。於本期間，投資活動之淨現
金流出約為人民幣50,145,000元，主要是由投資按金所產生。融資活動之淨現金
流出約為人民幣12,776,000元，主要是因為償還銀行借貸淨額所致。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存約為人民幣56,418,000元，主要以人民幣、
美元及港元為單位。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貨幣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算，而該等貨幣於本
期間相對穩定，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之政策是安排
各營運實體於需要時借入以當地貨幣計值的款項，以減低外匯風險。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資產已用作本集團之銀行借款或其他融資信
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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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本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有與下列未決訴訟相關之或然負債：

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對達成有限公司及若干涉及收購益陞有限公
司的人士（「被告人」）展開訴訟，就違反該協議及作出失實陳述而提出申索
有關損失及終止該協議，以及償還代價。本集團現正與被告人商討解決該
等申索，並擬與達成訂立和解契約，以解決益陞之事宜。根據和解契約草
擬本，協議須予撤銷。達成須 (i)向本公司退回代價股份；及 (ii)交出承兌票
據及可換股債券。本公司須向達成退回於益陞之股份。因此，董事認為於
益陞集團之投資、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

2.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前董事賴粵興先生於開曼群島大法院（「大法院」）
對本公司提呈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之解散訴狀，以要求償還
結欠彼之貸款11,030,000港元。本集團承認結欠彼之該筆貸款。大法院於二
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發下判決書，駁回呈請。其後賴粵興先生就大法院之
裁決提呈上訴。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向開曼群島上訴法院提
呈撤銷上訴的申請。開曼群島上訴法院之聆訊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
日舉行，並裁決駁回由賴粵興先生及本公司提呈的上訴。因此，董事認為
結果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廣州美亞（本公司附屬公司）收到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簡稱「中級法
院」）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的通知書，中級法院接獲阜康投資
有限公司和泰順興業（內蒙古）食品有限公司提請解散廣州美亞之訴狀的
訴訟。中級法院尚未決定所述解散訴狀的聆計日期。根據法律意見，對廣
州美亞的解散訴狀並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條件。董事相信中級法院將
拒絕受理解散訴狀之提請。

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寶鼎財務有限公司及Capital Wealth Corporation 
Limited針對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以申索15,500,000港元之款項，加上已招
致╱將予招致之相關法律成本。本公司擬對申索提出抗辯。董事認為，最
終法律責任（如有）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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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 300名僱員。本期間之總員工成本約
為人民幣16,886,000元，包括退休福利成本約人民幣4,055,000元。本集團之薪酬
待遇維持在有競爭力之水平以吸引、挽留及激勵僱員，並會定期作出檢討。

本集團一向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並定期向僱員提供培訓及發展，藉此維持產
品質素。此外，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激勵及獎勵。自
採納以來，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展望

二零一七年三季度，廣州美亞新的管理層正式進入廣州美亞開展全面管理工
作，對市場進行重新區劃定位，碳鋼的裁切、鋼管及不銹鋼管道業務已步入穩
健發展軌道。

公司將汽車用鋼板及汽車用鋼管、飲用水不銹鋼管道業務，作為廣州美亞主要
專注的經營市場，公司結合實際情況，調整行銷策略以應對市場。力求從無到
有，從有到優，從優到精，擴大市場份額，提升產品價值。

展望二零一八年，我們將持續開展鋼材加工配送業務（碳鋼裁切等），服務好老
客戶，同時利用現有優勢拓展新客戶，開發國內新鋼廠資源提升業務量；著力
提升碳鋼制管能力，開拓汽車用管業務，逐步淡出低端管業務，提升管材業務
的盈利能力；積極推動飲用水不銹鋼管道業務，整合經銷管道，擴大銷量，同
時推進區域性直銷管道，首先在華南地區大力拓展不銹鋼管材和管件直營市
場，提升利潤；另外，積極尋找適合企業發展需要的新專案，為本集團創造新
的經濟增長點。

當今，全球都看好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增速多年以來，都保持在合
理運行區間，體現出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發展態勢，「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
為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指明方向，將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大影響。廣州美亞處於
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珠江三角洲，有著獨特的優勢，對後續廣州美亞的發展
我們充滿信心。在二零一七年基礎上，二零一八年我們將努力實現碳鋼裁切業
務增長16%、不銹鋼管道業務增長20%、碳鋼鋼管業務增長10%、其中汽車用鋼
管業務突破 1,000噸以上的經營目標。



– 15 –

廣州美亞管理層有能力、有智慧、有決心，堅持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優化產品
結構和開發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提高產品價值和提升客戶滿意度，把握任何有
利於公司發展之機會，為社會以及股東、股民創造最佳回報。

重大投資、主要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主要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其他重大
資本承擔。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財務報告過程、內部監
控及風險管理制度的成效作出獨立檢討、監督審核過程及履行董事會可能不
時指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國雄先生（亦
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吳卓倫先生及鄧世敏先生組成。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
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並無遵守下列守則條文：

當時之守則條文 不遵守之原因及已採取或有待採取之改進行動

A.1.8 於財政年度內並無安排保險。本公司將於本公司股份恢
復買賣後立即安排保險。

A.2.5 於財政年度內，本公司並無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若
干守則條文。現任主席已確認，彼將主動採取行動以改
善及監察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

A.4.2 於財政年度內並無舉行股東大會。因此，並無董事須於
股東大會上退任及重選。將於適當時候就董事退任及重
選而舉行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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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 由於核數師變動，並無本集團於財政年度之年度及中期
業績呈予定期董事會會議上以供審批。

E.1.1、E.1.2、E.1.3、
E.2.1

於財政年度內並無舉行股東大會。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
安排股東大會。

中期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派付任何股息。董事並不建
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
份。

本公司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上午九時正起，本公司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聯交所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根據上市規則
應用指引第17條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段。若果到除牌程序第三階段
結束之時（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尚未向聯交所提交可行之復牌
建議，本公司之上市地位將會被撤銷。本公司已委任法律顧問及財務顧問以協
助解決恢復股份於聯交所買賣之事項。

截至本業績公告日期，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代表董事會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國樑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是李國樑先生、徐立地先
生及林錦和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東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是劉國雄先生、吳卓倫先生及鄧世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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