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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CO-TEK HOLDINGS LIMITED
環 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9）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
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
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
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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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
定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環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
（「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
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
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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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為84,324,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96,073,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12%。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3,98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6,315,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61港仙（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2.51港仙）。

綜合業績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84,324 96,073
銷售成本 (53,725) (70,080)

  

毛利 30,599 25,993
其他收入 621 798
銷售費用 (2,184) (2,250)
行政費用 (23,529) (21,810)
其他營運費用 (415) (7,455)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5 5,092 (4,724)
融資成本 (500) (373)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溢利 270 12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862 (4,968)
稅項 6 (854) (9,541)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4,008 (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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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業務：
本年度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7 – (1,652)

  

本年度溢利╱（虧損） 4,008 (16,16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 (3,226) (87)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收益 (130) (16)

  

(3,356) (10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652 (16,264)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980 (16,315)
非控股權益 28 154

  

4,008 (16,161)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60 (16,410)
非控股權益 (408) 146

  

652 (16,264)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
 每股盈利╱（虧損） 9
— 基本 0.61港仙 (2.51)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0.61港仙 (2.26)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已終止業務
— 基本 不適用 (0.25)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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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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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97 104,225
於租賃土地之權益 5,105 5,422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527 3,387
遞延稅項資產 868 8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9,020 9,020

  

113,217 122,948

流動資產
存貨 15,022 14,913
應收賬款 10 18,134 18,52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436 5,818
可收回稅項 16,454 16,4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819 15,567

  

67,865 71,28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9,579 20,748
應計負債、預收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6,007 26,841
稅項撥備 1,506 3,301

  

37,092 50,890
  

流動資產淨值 30,773 20,39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43,990 143,3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570 7,570
一名股東之貸款 12 9,500 9,500
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12 9,526 9,526

  

26,596 26,596
  

資產淨值 117,394 11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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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6,495 6,495
股份溢價 19,586 19,586
資本儲備 95 95
匯兌儲備 17,036 19,956
注資儲備 7,971 7,971
保留溢利 58,423 54,443

  

109,606 108,546

非控股權益 7,788 8,196
  

權益總額 117,394 11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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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股本
股份
溢價

資本
儲備

匯兌
儲備

注資
儲備

保留
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6,495 19,586 95 20,051 7,971 70,758 124,956 8,050 133,006

本年度（虧損）╱溢利 – – – – – (16,315) (16,315) 154 (16,161)

其他全面收益 – – – (95) – – (95) (8) (10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95) – (16,315) (16,410) 146 (16,264)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6,495 19,586 95 19,956 7,971 54,443 108,546 8,196 116,742

本年度溢利 – – – – – 3,980 3,980 28 4,008

其他全面收益 – – – (2,920) – – (2,920) (436) (3,35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2,920) – 3,980 1,060 (408) 652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6,495 19,586 95 17,036 7,971 58,423 109,606 7,788 11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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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存冊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一
年十二月五日起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該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以人民
幣（「人民幣」）為功能貨幣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均為港元。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一切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而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準則及修訂本（「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其有關及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
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2011)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的約務更替和套期會計的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收費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於批准此等財務報表當日，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若干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與本集團之財
務報表可能有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董事預期所有公佈將於公佈生效日期後開始之首個期間於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中採納。若
干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已頒佈，惟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
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另有說明外，已於所有呈列年度貫徹應用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謹請留意編製財務報表時已採用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此等估計乃基於管理層對當前事
件及行動之最佳認知及判斷，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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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呈報

年內確認之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貨品 63,593 75,082

自來水供應 20,731 20,991
  

84,324 96,073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識別本集團之三個服務項目為可呈報分
部如下：

一般環保相關產品及服務 ： 於中國銷售柴油微粒消減裝置及
 相關輔助服務

工業環保產品 ： 於中國銷售液壓配件及其他相關配件

自來水廠 ： 於中國供應經加工自來水

此等經營分部均受到監管，而策略性決定乃根據經調整分部之經營業績而作出。

一般環保相關產品
及服務 工業環保產品 自來水廠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111 1,042 62,482 74,040 20,731 20,991 84,324 96,073        

可呈報分部收益 1,111 1,042 62,482 74,040 20,731 20,991 84,324 96,073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292) 163 23,244 18,809 5,462 4,771 28,414 23,743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1 1 5 5 18 15 24 21
折舊及攤銷 (123) (120) (244) (234) (7,391) (7,400) (7,758) (7,754)
滯銷存貨撥備 – – (105) (2,866) – – (105) (2,866)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00) – – – – – (100) –
貿易訂金減值虧損 (44) – – – – – (44) –
添置非流動資產 6 133 117 518 1,327 2,183 1,450 2,834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091 9,839 34,782 41,624 113,081 121,755 159,954 173,218        

可呈報分部負債 1,176 870 19,682 32,394 9,243 8,848 30,101 4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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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經營分部所呈列之總額與財務報表所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字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益 84,324 96,073
  

本集團收益 84,324 96,073
  

可呈報分部溢利 28,414 23,743
其他企業開支 (23,322) (28,467)
融資成本 (500) (373)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溢利 270 12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862 (4,968)
  

可呈報分部資產 159,954 173,21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527 3,387
可收回稅項 16,454 16,454
其他企業資產 1,147 1,169

  

本集團資產 181,082 194,228
  

可呈報分部負債 30,101 42,112
遞延稅項負債 7,570 7,570
一名股東之貸款 9,500 9,500
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9,526 9,526
其他企業負債 6,991 8,778

  

本集團負債 63,688 77,486
  

其他企業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董事酬金及作行政用途之辦公室租金。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及其非流動資產（金融工
具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劃分為以下地區：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

已終止業務）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地） 11,401 16,665 2,968 3,237

中國 71,941 74,802 95,729 105,298

其他 982 4,606 4,632 4,499
    

84,324 96,073 103,329 1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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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釐定本集團之註冊地為香港，即本集團主要辦事處之所在地。收益之地理位置
乃根據客戶之地點而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則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而劃分。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工業環保產品分部之最大客戶達約8,830,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益（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10%（二零一四年：10,892,000港元
或11%）。

5.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撥備 650 620
於租賃土地之權益攤銷 131 131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 53,725 70,080
 — 滯銷存貨撥備 105 2,8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627 7,623
匯兌收益淨額 (1,162) (7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6) (8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開支 1,900 1,988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00 —
貿易訂金減值虧損 44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13,260 11,942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01 179

  

13,461 12,121

利息收入 (24) (21)
  

* 存貨成本包括一筆有關折舊、滯銷存貨撥備及匯兌收益合共約4,923,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8,743,000港元）之款項，上述款項亦計入上述作出獨立披露之有關款項內。

6. 稅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 香港 – 9,393
— 中國 854 (64)

  

854 9,329
  

遞延稅項 – 212
  

854 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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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已終止業務並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應課稅溢利，故其並無
產生任何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計提撥備。

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按本年度於中
國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25%（二零一四年：25%）計提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之現行一般條文及已刊發之稅務通函，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將就
其源自中國之收入（包括利息收入）按稅率10%繳交中國預扣稅。

根據澳門相關法例及規例，本集團一間於澳門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7.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董事會決定終止生產機器業務，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二十六日終止機器業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終止生產機器
業務業績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其他收入 14
行政費用 (960)
其他營運費用 (706)

 

除稅前虧損 (1,652)
稅項 –

 

本年度虧損 (1,652)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終止業務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431)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890

 

現金流入淨額 1,459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終止業務之員工成本為306,000港元，包括工資
及薪金。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678,000港元。

其他營運費用主要包括存貨撇減78,000港元及壞賬撇減567,000港元。



– 12 –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供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3,980 (14,663)
— 已終止業務 – (1,652)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溢利╱（虧損）總額 3,980 (16,31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以供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9,540 649,540
  

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10. 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8,234 18,528
減：減值虧損撥備 (100) –

  

18,134 18,528
  

應收賬款為免息及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價值確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值。

本集團之政策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60至120日之賒賬期。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款按
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11,470 15,046
91–180日 4,268 914
181–365日 1,668 1,419
365日以上 828 1,149

  

18,234 1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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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供應商授出之信貸期一般為60至180日。於報告日期之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所作
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賬齡劃分之未償還餘額：
90日以內 8,262 18,765

91–180日 1,034 1,601

181–365日 – 7

365日以上 283 375
  

9,579 20,748
  

12. 一名股東及一名少數股東之貸款

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及免息，惟一名股東之貸款9,500,000港元乃按年利率5.25%計息（二零
一四年：年利率5.25%）。該等貸款毋須於自報告日期（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貸款之公平值與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13. 股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股（二零一四年：5,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9,540,000股（二零一四年：649,54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495 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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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中國過去二十年之經濟增長有賴大量廉價勞動人口推動龐大資本投資及出口，
惟經濟已轉往相對可持續發展之方向，著重增加內需而非過度倚賴投資及出口。
先前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之高水平增長已轉為可持續發展。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二零一五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只有6.9%，是
四分一世紀以來最低增長。中國科學院最近在其研究報告內預測二零一六年
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只有6.7%。中國消費品市場每況愈下，令購置工
業機械如注塑機等之需求大為減少。

財新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按月下跌0.4%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48.2，並已連續
十個月低於50，反映採購活動有所收縮。相信帶動經濟復甦的動力遇到阻滯，
經濟面臨更大削弱風險。由於美國聯邦儲備局已開始調高利率，預期全球市
埸將有更多波動。本集團大部份客戶乃中國內地工廠，該等工廠減少或推遲
採購機器及設備，對本集團之工業環保產品業務造成打擊實屬無可避免。因此，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收 益 較 去 年 下 跌12%至
84,32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6,073,000港元）。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緩慢壓抑資本投資，加上傳統工廠產能過剩問題，為
工業環保產品業之未來發展帶來挑戰。有鑑於此，除了致力進一步提升現有
工業環保產品之增值服務外，本集團亦將探尋新產品或服務之商機，以抓緊
於中國發展帶來之機遇。

「節能減排」乃其中一個國家策略。本集團憑藉過往於此範疇之經驗，將物色
符合中國節能減排政策之新產品或服務之供應，惟本集團將審慎監察情況，
相應調整發展計劃。

位於天津之自來水廠擁有獨家為天津市寶坻區內及周邊部份地區（包括京津
新城）供應經加工自來水之權利。根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事處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舉行之記者招待會，天津市副市長尹海林先生提及，
京唐城際鐵路及天津濱海新區城際鐵路（統稱「新城際鐵路」）之籌備工作如期
進展，寶坻站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首先動工，而新城際鐵路之餘下工程亦將
於二零一六年動工。新城際鐵路竣工將促進寶坻區與京津新城之綜合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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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其將有利於本集團之自來水廠。連同位於京津新城之天津金融谷
之發展計劃向位於北京及天津市之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包括培訓、資料備
份及外判服務），本集團對自來水廠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益為84,324,000港元，較同
期減少12%（二零一四年：96,073,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全球及國內經濟前景
不明朗導致本集團工業環保產品業務之客戶訂單大幅減少所致。

由於日圓貶值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盈利率增加
至36%（二零一四年：27%），故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為
30,599,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8%（二零一四年：25,993,000港元）。由於人民幣為
本集團主要銷售貨幣之一，而日圓則為本集團主要採購貨幣之一，故該等匯
率對本集團之毛利率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將審慎監察匯率波動，並於必要
時採取對沖措施。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行政費用為23,529,000港元，
較去年增加8%（二零一四年：21,810,000港元），此乃由於匯兌虧損及薪酬開支
增加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銷售費用為2,184,000
港元，較去年減少3%（二零一四年：2,250,000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營運費用為41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455,000港元），
主要為本年度內應收賬款及貿易訂金之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董事會已決定終止生產機器業務（「已終止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錄得已終止業務之虧損，而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終止業務之虧損則為1,652,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3,98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16,315,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以內部所得之現金流量、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及股東貸
款為其營運業務撥付資金。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淨值約為30,77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20,390,000港元），包括銀行
結餘及現金約12,8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15,567,000港元）。於二
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8（二
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1.4）。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周
轉日數約為102日（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78日），而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
轉日數約為78日（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7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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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除於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以每股行使價0.01港元行使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導
致96,74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以總代價967,000港元獲發行外，自該
日期起，本公司之股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之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包
括少數股東權益））約為16%（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16%）。

理財政策

本集團採取保守之理財政策。本集團透過對客戶之財務狀況持續進行信用評估，
力求減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
金狀況，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結構足以應付資金需求。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以英鎊、日圓、歐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人民幣
及港元計值。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監察與外匯有關之風險。

本集團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其銀行存款約9,02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9,020,000港元）以獲取銀行信貸。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無）。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65名僱員（二零一四年：67名）在香港
及中國工作。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及工作經驗釐定彼等之薪酬。除基本薪
金外，本集團亦可能會參考其業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以向合資格員工授出酌
情花紅及購股權。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持續經營業務及已
終止業務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13,461,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12,42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員工之忠誠及勤奮表現已獲廣泛嘉許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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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及聯屬公司等事項。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
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
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惟以下條文除外：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
大會，並對股東意見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倪軍教授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此乃因倪軍教授身處外
地之故。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
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進行與本集團業務（不論直接或間接）構成
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與本集團產生任
何其他利益衝突。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審閱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就此提出推薦建議。薪酬委員會主席為陳少萍
女士，而其他成員包括周錦榮先生及倪軍教授，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二月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制定提
名政策，以及就董事之提名及委任與董事會接任事宜向董事會提出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主席為周錦榮先生，而其他成員包括陳少萍女士及倪軍教授，彼
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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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遵照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第5.33條而制訂。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主席為周錦
榮先生，而其他成員包括陳少萍女士及倪軍教授，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

在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之過程中，審核委員會於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舉行四次會議，以檢討有關運作情況。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並認
為該等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而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本初步公佈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數字為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
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
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工作，故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毋須就本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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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預定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舉行（「二零一六
年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
將由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為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
應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星期
一）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匯漢大廈A18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環康集團有限公司*

許惠敏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郭俊沂先生及梁偉倫先生；非執行
董事許惠敏女士、呂新榮博士及吳正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少萍女士、
倪軍教授及周錦榮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頁
內及本公司之網站www.eco-tek.com.hk內。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