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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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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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16）
（「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約為人民幣 194.4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70.6百萬元）。

•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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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
4.7百萬元）。

•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人
民幣0.51分（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約人民幣
0.50分）。

•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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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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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可資比較數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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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94,387 170,578
銷售成本 (173,395) (148,004)  

毛利 20,992 22,574
利息收入 5,120 255
其他收入 3,982 4,606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793 (575)
分銷成本 (8,033) (7,836)
行政開支 (22,548) (21,985)  

經營溢利╱（虧損） 306 (2,961)
應收被投資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9) (52)
融資成本 (1,622) (1,374)  

除稅前虧損 (1,325) (4,387)
所得稅開支 7 (1,661) –  

期內虧損 6 (2,986) (4,387)  

期內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688) (4,665)
非控股權益 1,702 278  

(2,986) (4,387)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0.5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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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986) (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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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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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1,785)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1,318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19 1,27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67) (3,114)  

期內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914) (3,392)
非控股權益 1,947 278  

 
(2,967)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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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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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73 32,1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863 5,97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 69,86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68,111
長期應收款項 50,000 50,000  

156,605 156,205  

流動資產
存貨 71,492 51,520
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43,682 140,69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22 222
即期稅項資產 – 2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680 31,317  

239,076 224,02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95,662 86,941
應付即期稅項 762 –
借貸 45,417 26,922  

141,841 113,863  

流動負債淨值 97,235 110,1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840 266,36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 – 10,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526 14,086  

14,526 24,086  

資產淨值 239,314 242,28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8,872 88,872
儲備 93,000 97,9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1,872 186,786
非控股權益 57,442 55,495  

總權益 239,314 24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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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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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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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2014)「金融工具」

可供出售投資現分類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已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第7.2.15段之豁免重列先前期間有關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號之分類及計量（包括減值）要求。因此，比較資料並未重列。截至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之財務報表中報告之綜合金額變動如下：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可供出售投資減少 (68,11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增加 6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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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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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七年年報」）一併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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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a) 金融資產

倘金融資產買賣根據合約進行，而合約條款規定金融資產須於有關市場確定的時
限內交付，則該等金融資產按交易日期基準確認及終止確認，並初步按公允值加直
接應佔交易成本計量，惟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算之金融資產除外。收購按公允價
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直接應佔交易成本即時於損益確認。

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分類如下：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及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i)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倘金融資產（包括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符合以下條件則歸入此分類：

－ 資產乃按目標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持有；及

－ 資產之合約條款導致於特定日期產生純粹為支付本金及結欠本金利息
之現金流。

該等資產其後使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減預期信貸虧損之虧損撥備計量。

(ii)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於初步確認日期，本集團可作出不可撤回的選擇（按個別工具基準）以指定並
非持作買賣的股權工具投資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允價值計量，而公允價值
變動所產生之收益及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投資重估儲備內累計。終
止確認投資時，原先於投資重估儲備中累計之累積收益或虧損並不會重新分
類至損益。

該等股權工具投資的股息於損益中確認，惟股息明確指投資成本的收回部分
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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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期信貸虧損之虧損撥備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確認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之虧損撥備。預期信貸虧損為信
貸虧損之加權平均數，發生違約情況之風險為加權考慮因素。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相等於預期信貸虧損之金額計量金融工具之虧損撥備，而
有關預期信貸虧損乃因所有可能於該涉及貿易應收帳款之金融工具之預計年期內
發生違約事件或倘該金融工具之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大幅增加而導致（「永久
預期信貸虧損」）。

倘於報告期末某項金融工具（貿易應收帳款除外）之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並無
大幅增加，本集團按相等於永久預期信貸虧損部分之金額計量該金融工具之虧損
撥備，即該金融工具可能於報告期後 12個月內發生違約事件而導致之預期信貸虧
損。

預期信貸虧損金額或旨在將報告期末之虧損撥備調整至所需金額而撥回之金額於
損益確認為減值收益或虧損。

(c) 客戶合約收益

收益參考常見業務慣例按客戶合約列明之代價計量，且不包括代表第三方收取之
款項。倘合約規定客戶付款與轉移承諾產品或服務之間之期間超過一年，代價須就
重大融資組成部分之影響作出調整。

本集團於透過將某項產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而達成履約責任時確認收益。
視乎合約條款及該合約適用之法例，履約責任可隨時間或於特定時間達成，倘符合
以下條件，履約責任須隨時間達成：

－ 客戶於本集團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之利益；

－ 本集團履約產生或增強一項於產生或增強時由客戶控制之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並無產生對本集團而言具替代用途之資產，且本集團對迄今完成
之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

倘履約責任隨時間達成，收益參考達成該履約責任之進度確認，否則收益於客戶取
得產品或服務之控制權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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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允價值計量

公允價值是指市場參與者之間在計量日進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收取或轉移
一項負債所支付的價格。以下為使用公允價值層級計量公允價值之披露，有關層級將用
以計量公允價值之估值技術之參數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級參數：本集團可於計量日期取得之同類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之報價（未經調
整）。

第二級參數：除第一級所包括之報價外，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或間接觀察所得參數。

第三級參數：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參數。

於事件或導致轉讓之環境改變當日，本集團之政策乃確認轉入及轉出三級中任何一級。

(a)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價值層級披露：

按下列等級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價值計量：

項目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 – – 69,869 69,869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總額 – – 69,869 69,869    

按下列等級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價值計量：

項目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68,111 68,111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總額 – – 68,111 6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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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第三級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對賬：

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68,111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總收益或虧損 1,758 

於六月三十日 69,869 

項目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11,766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總收益或虧損 56,34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8,111 

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總收益於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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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採用的估值程序及公允價值計量所採用的估值
技術及參數的披露：

本集團董事須為就財務報告所需的資產及負債公允價值計量負責，包括第三級的
公允價值計量。估值程序及結果於每年進行最少兩次討論。

第三級公允價值計量

項目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參數 範圍

參數增加
對公允價值
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的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
資產

市場比較法 平均市盈率 9.74 增加

盈利 人民幣37,605,000元 增加

缺乏市場流通性╱
控制權折讓

20% 減少

69,869 

項目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參數 範圍

參數增加
對公允價值
的影響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允價值
人民幣千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市場比較法 平均市盈率 9.56 增加

盈利 人民幣37,372,000元 增加

缺乏市場流通性╱
控制權折讓

20% 減少

68,111 

所使用估值技術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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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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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之主要收益來自鋼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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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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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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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企業負債及遞
延稅項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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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94,387 – 194,387   

分部溢利╱（虧損） 11,922 (4) 11,91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324,783 17 324,800

分部負債 64,648 207 6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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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中國 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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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309,951 19 309,970

分部負債 48,968 204 4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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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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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8 2,813
融資成本 (1,622) (1,374)
企業及未分配損益 (11,621) (5,826)  

期內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1,325) (4,387)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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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00 309,970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69,86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68,111
－其他 1,012 2,149  

綜合總資產 395,681 380,230  

負債：
須予報告之分部負債總額 64,855 49,1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526 14,086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76,986 74,691  

綜合總負債 156,367 13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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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為向客戶供應貨品之銷售價值減退貨、貿易折扣及銷售稅之總和。本集團
之期內收益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鋼管、鋼片及其他鋼造產品 194,387 170,578  

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分部 鋼－中國 鋼－中國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性質
間接出口銷售 43,190 55,214

國內銷售 147,659 111,929

直接出口銷售 3,538 3,435  

總計 194,387 170,578  

所有收益均於單一時間點確認。

6. 期內虧損

本集團之期內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71,999 147,901

折舊 1,460 2,451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11 111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93) 525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津貼 15,465 12,83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76 4,055

18,241 1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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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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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 –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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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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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有關有關
地方的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4,688,000元（二零一七年：約人民
幣4,665,000元）及本期間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7,564,000股普通股（二零一七年：
927,564,00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兩個期間概無已發行在外之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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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約人民幣109,0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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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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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79 36,885

31至60天 33,498 34,886

61至90天 21,820 21,129

91至180天 16,133 20,811

超過180天 526 –  

109,056 113,711  

11. 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約人民幣14,9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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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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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7 10,815

31至60天 1,539 4,460

61至90天 667 399

91至180天 1,674 643

181天至365天 289 423

超過365天 316 189  

14,922 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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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綜合收益約達人民
幣194,387,000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170,578,000元增加14.0%。毛利率為10.8%，而
去年同期則為13.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4,688,000元，去年同期
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 4,665,000元。本期間之每股虧損為人民幣 0.51
分，去年同期則為每股虧損人民幣 0.50分。

業務回顧

廣州美亞管理層根據本公司的指引，完善了各種公司管治制度和內部管治手
冊，廣州美亞董事會全體成員向本公司作出保證，所有運作行為嚴格遵行香港
的《上市條例》，依法對廣州美亞進行管理，堅決配合本公司對廣州美亞的全面
審核。廣州美亞管理層繼續就前管理層的違法行為進行訴訟追索，以待挽回相
應損失。

同時廣州美亞管理層以公司既定的方針目標和營運方案為依據，積極主動、
持續努力地開展工作。業務上，建立和完善了產品、管道、促銷和定價等行銷
策略，開拓了市場，拓展了行銷管道，不僅克服了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銷出口影
響，而且帶來了可喜的增長，尤其是不銹鋼產品建立了直營管道並取得了突破
性增長。

在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上，實現了與廣東工業大學及其他院校的合作，開發了
汽車板、汽車管產品和不銹鋼歐標管材和管件等產品，為企業提供了高附加值
產品打下基礎，讓本公司成為了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品質管理上，在汽車行業
專家指導下，全方位、全過程實施改善，通過了SGS的 IATF16949論證，為業務
向汽車行業拓展提供了保障；生產管理上，全面推進安全、成本和效率改善活
動，員工和公司安全得到了保障，生產效率得以提升，產品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人力資源管理上，加強了幹部提拔和培育、克服了人員流動的影響，成功導入
KSF全績效薪資模式、讓業績與薪資掛鉤、建立了良好的激勵機制。總之，廣州
美亞管理層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不斷努力，為本公司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
了良好的條件，亦為確保我們的產品及行銷的不斷擴大，以得到當地政府及內
地業界的一致認可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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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銷售

本期間中國間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益約為人民幣 43,190,000元，比去年同
期約人民幣 55,214,000元下降約21.8%。

本期間國內鋼材產品之內銷收益約為人民幣147,659,000元，比去年同期約人民
幣111,929,000元增加約31.9%。

本期間中國以外直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益約為人民幣3,538,000元，比去年
同期約為人民幣 3,435,000元增加約 3.0%。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利約為人民幣20,992,000元，毛利率約10.8%，去年同期
毛利則約為人民幣22,574,000元，毛利率約13.2%。毛利減少主要由於材料成本
增加所致。

經營開支

本集團本期間之經營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 30,581,000元，其中分銷成本約人民
幣8,033,000元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2,548,000元，佔收益之比重分別約為4.1%及
11.6%。去年同期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7,836,000元及人民幣21,985,000元，比重分
別約為4.6%及12.9%。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622,000元，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
幣1,374,000元。本集團依賴借貸撥資經營貿易活動，而本期間內支付之融資成
本增加乃主要因為借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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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23,6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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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97,235,000元，而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110,162,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約為1.69，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1.97。

本集團共有約人民幣 45,417,000元來自第三方之借貸以撥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及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債務對權益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本）約為 65.3%，
而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率則為56.9%。借貸之即期部份分
別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
約11.5%及7.1%。

現金流量

於本期間，本集團經營業務帶來淨現金流出人民幣13,119,000元，主要是因為存
貨增加所致。於本期間，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 120,000元，主要是
由利息收入所產生。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 6,878,000元，主要是因
為新借貸所致。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存約為人民幣
23,6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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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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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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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達成展開訴訟，就其違反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八日或前後訂立的收購協議及作出失實陳述而提出申索有關損失及終
止收購協議，以及償還代價。於益陞集團之投資、承付票據及可換股債券
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終止確認。



– 19 –

其後，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與達成及益陞訂立和解契約。根據
和解契約，(i)收購協議自其訂立起已屬無效並應予撤銷；(ii)所有代價股份
須由本公司向達成回購（即股份回購）；(iii)達成須放棄且本公司須註銷所
有承付票據；(iv)達成須放棄且本公司須註銷所有可換股債券；(v)本公司
須向達成轉讓益陞之股份；(vi)各方根據HCA64/2012號訴訟已對或可能對
另一方提出的申索及╱或反申索須完全解除及免除；及 (vii)本公司及達成
須解除及免除彼此於收購協議項下之所有申索或責任。和解契據之實行
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2. 廣州美亞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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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日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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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 300名僱員。本期間之總員工成本約
為人民幣18,241,000元，包括退休福利成本約人民幣2,77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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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屆滿，而自計
劃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獲採納起，並無根據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董事
會將於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後考慮有待股東批准之新購股權計劃。

未來展望

目前國際貿易摩擦給產品出口的鋼材客戶需求帶來一定影響，但中國鋼鐵市
場在政府持續打擊地條鋼、從嚴加強環保、壓減產能和反傾銷等供給側改革措
施影響下，將保持價格穩定的良好秩序，同時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以
及軌道交通、汽車等行業的強勁發展和房地產調控等影響下，鋼鐵總體需求將
仍然保持平穩增長的態勢。本集團及廣州美亞周邊是國內鋼廠的華南鋼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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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汽車製造基地，公司經營的鋼鐵裁剪和鋼管生產，完全有條件向國內鋼廠
材料市場和汽車行業市場發展，因此將會在維護現有業務基礎上，大力開拓國
內鋼材和汽車產品市場，沖減出口影響，隨着國內市場需求的穩定，將有機會
給予本集團得到穩定發展。

國際複雜的形勢對國內經濟帶來了衝擊，但隨著國內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民
生活水準提高、健康用水意識的普及、及緊接住建部出臺《飲用水用不銹鋼管
標準》等等之後，深圳、長沙、海門、樂山、杭州、上海等市政府相繼發文全面推
廣不銹鋼水管應用，因此供水主管道改用不銹鋼管道是大勢所趨，不銹鋼管道
的國內需求量將呈現迅速增長的態勢。本集團經營的「美亞」不銹鋼管材及管
件是國內知名品牌，會隨國內這一市場需求的高速增長得到更大的發展。

當然，由於受到貿易摩擦、全球經濟震盪、匯率波動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其
他物品漲價因素等等的負面影響，本集團預期業務量波動、匯率不穩和經營成
本可能上升的狀況將還會持續，亦將有可能影響到本集團的整體盈利水準。

還有，經濟環境日益複雜、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將會使本集團的經營面臨諸多
挑戰。本集團，尤其是廣州美亞的管理層，將會繼續致力於利用資源，把握商
機，做好老業務，開拓新業務，繼續發掘投資機會，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

本集團管理層一致相信，本集團將會善用其項目研究、市場分析和把握、產品
研發和銷售、客戶開發和服務、生產經營和成本管控之豐富經驗，確保客戶和
市場佔有率穩定，提升產品競爭力和附加值，追求最佳經濟效益，充分把握任
何有利於本公司長期發展之投資機會，為我們的投資者創造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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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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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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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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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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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要求股份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以
待本公司發出有關屬股價敏感性質之公佈。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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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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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