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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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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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Appointed)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27）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同期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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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31,084 92,305
銷售成本 (311,766) (90,696)

毛利 19,318 1,609
其他收入 2,013 2,909
銷售及分銷費用 (4,167) (249)
行政開支 (9,029) (2,159)

經營溢利 8,135 2,110
融資成本 (3,939) (2,5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4,196 (430)
所得稅開支 (1,754) (161)

本年度溢利╱（虧損） 2,442 (59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46 –

本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588 (591)

下列各項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39 (660)
　非控股權益 703 69

2,442 (591)

下列各項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85 (660)
　非控股權益 703 69

2,588 (5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每股港仙） 0.05 (0.02)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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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 –

流動資產
存貨 3,305 –
應收賬款 33,084 9,25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162 7,32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800 3,373

72,351 19,95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0,815 6,40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0,843 6,550
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416,323 416,347
應付投資者之款項 19,800 4,800
財務擔保負債 1,118,325 1,118,325
可換股票據 71,577 67,638
流動稅項負債 1,899 161

1,669,582 1,620,228

流動負債淨值 (1,597,231) (1,600,2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97,198) (1,600,277)

負債淨值 (1,597,198) (1,600,2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56,936 356,936
虧絀 (1,955,397) (1,957,2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98,461) (1,600,346)
非控股權益 1,263 69

權益總額 (1,597,198) (1,6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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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金鐘
道88號太古廣場一期35樓。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並由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服裝、紡織和皮革貿易及零售。

2. 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德意志銀行集團香港分行（「呈請人」）已就本公司及本公司一家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立暉有限公司（清盤中）（「立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高等法
院（「高等法院」）提出若干清盤呈請（「呈請」及各自均作「呈請」），乃由於本公司及立暉
未能履行針對本公司及立暉所提出的償還未還債務的要求所致。經呈請人申請，根據高等
法院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作出之兩項命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先生及楊
磊明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及立暉之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

臨時清盤人獲授權（其中包括）接管本集團之財產、關閉或停止或繼續經營全部或部分本
集團之業務、控制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合營企業、聯營公司、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持有權益之其他實體，及考慮在認為符合本公司債權人最佳利益之情況下，代表本公司參
與討論及磋商，以就（但不限於）重組本公司之業務、運作或債務或實施本公司與其債權
人及╱或股東就該重組訂立之安排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委任臨時清盤人後，本公司當時之管理層連同臨時清盤人竭力維持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業務。雖然其後因臨時清盤人逐步更換管理
層隊伍而發生人事變動，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本
集團之總收入約為331,084,000港元。

本公司之清盤呈請聆訊原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進行，隨後被高等法院進一步押後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高等法院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授出立暉之清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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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起暫停買賣。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由於本公司未能就貸款還款要求償還未清償債務，本公司被提出
清盤呈請。經呈請人申請，高等法院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臨時清盤人、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投資
者」）、本公司及託管代理訂立託管代理協議書（分別經由三份補充協議補充，除另有指明
者外，下文統稱「託管代理協議書」），以實施重組建議。根據該託管代理協議書，臨時清
盤人授予投資者獨家權利，可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其後延長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實施重組建議磋商一份具法律約束力之重組協議。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聯交所發出一份函件，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7項應用指引決定本公司進入除牌程序之第二階段。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指引進入除牌程序的第三階
段，而本公司須提呈具可行性且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之規定之復牌建議。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UR Group Limited（「UR Group」）
與投資者訂立有抵押貸款融資協議，據此投資者同意向UR Group提供營運資金額度最多
15,000,000港元。UR Group於該協議日期前經已向投資者提取4,800,000港元之墊款。於同
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Alfreda Limited（「Alfreda」）與投資者訂立另一份有抵押
貸款融資協議，據此投資者同意向Alfreda提供最多20,000,000港元之融資，作為收購華巒
集團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之部分代價。就第二份貸款融資協議，兩筆墊款
分別為10,000,000港元及5,00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
一日向投資者提取。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Right Season Limited（「Right Season」）
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通過現金及承兌票據以代價40,000,000港元作出收購。買賣
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公佈。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臨時清盤人在本公司財務顧問智略資本有限公司協助下，向聯交
所提呈復牌建議，而該復牌建議現正由聯交所審議。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ight Season訂立買賣協議之第一份補充協議，延遲最後
截止日期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修訂買賣協議所載之若干條款及條件。

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頒令，向高等法院提出將本公司清盤之呈請之有關聆訊
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買賣協議之先決條件，Right Season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訂立買
賣協議之第二份補充協議，進一步延遲最後截止日期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6

當本公司的復牌建議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提呈予聯交所後，聯交所就復牌建議提出若干
疑問。本公司已就有關疑問回覆聯交所，而復牌建議現正由聯交所審議，聯交所並無表示
或確認將會（在沒有或附帶進一步條件下）批准該復牌建議。

臨時清盤人及（其中包括）投資者訂立託管代理協議書之第三份補充協議，將獨家權利的
期限再延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約1,597,231,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1,600,277,000港元）及負債淨值約1,597,19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00,277,000
港元）。有關條件顯示存在或會引致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之重大不確定因
素。因此，本集團或無法於一般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為了應付以上問題，臨時清盤人正在與投資者討論和磋商，探討透過建議重組將新資金注
入本集團之可能性。

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設本公司將成功完成重組建議，而於重組後，
本集團在可預見未來將可繼續如期悉數履行其財務責任。

倘本集團未能如上文所述順利達成重組，或進行其他可行方式的重組，因而未能以持續經
營基準繼續進行業務，便可能需要對本集團資產賬面值作出調整，以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列
賬，列出可能產生之任何進一步負債，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及負債。

4.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與其經營有關及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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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告之列報及本年度與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對該等新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但未能確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5. 收入

於本年度內，收入指扣除增值稅、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服裝及紡織品 331,084 9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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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6 –
應收已不再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撥回 – 1,600
匯兌收益淨額 27 –
償付投資者重組開支 1,934 1,309
其他 46 –

2,013 2,909

7. 經營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僅有服裝及紡織業務一種
經營分類，故無呈列經營分類資料。

地區分類資料：

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 – –
中國內地 123,466 5,640 33 –
菲律賓 81,356 51,107 – –
沙地阿拉伯 429 – – –
德國 885 – – –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24,948 28,904 – –
泰國 – 3,123 – –
台灣 – 2,327 – –
馬來西亞 – 1,204 – –

綜合總計 331,084 92,305 33 –

於呈列地區分類資料時，收入乃基於客戶的位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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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支出
　－可換股票據 3,939 2,540

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643 120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1,111 41

1,754 16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

於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產生之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有法
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所得稅開支與除稅前溢利╱（虧損）乘以香港利得稅率計算之稅項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4,196 (430)

按適用稅率16.5%計算之本地所得稅（二零一零年：16.5%） 692 (71)
不可扣除開支之稅項影響 678 210
其他司法管轄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384 22

1,75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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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本年度溢利╱（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成本 311,766 90,696
折舊 2 –
存貨減值 118 –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196 1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4 –

2,530 151

核數師酬金 480 380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27) 5
經營租賃於土地及樓宇中扣除 481 27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傢私、裝置
及設備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
添置 35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5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
年內支出 2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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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 3,423 –
減：減值 (118) –

3,305 –

14. 應收賬款

除現金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至90天內。應收賬款在不可能悉數追
收時按其原有發票金額減減值準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撇除。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2,479 9,256
31至60日 3,652 –
61至90日 2,853 –
91至120日 2,244 –
120日以上 1,856 –
減：減值 – –

33,084 9,256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約為4,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零港元）之應收賬款已逾期但無減
值。其中約2,244,000港元及1,856,000港元之賬齡分別為91至120日之間及120日以上。

本集團應收賬款總額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 –
美元 21,110 4,937
人民幣 11,974 4,319
其他 – –

33,084 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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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金 5,188 1,085
預付款項 580 243
應收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a) 394 5,994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可退回按金 15,000 –

21,162 7,322

附註(a)： 墊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償還期。

16.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17,983 6,407
31至60日 1,635 –
61至90日 748 –
91至120日 92 –
120日以上 357 –

20,815 6,407

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 –
美元 19,804 2,275
人民幣 1,011 4,132
其他 – –

20,815 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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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財務擔保負債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之若干銀行貸款提供公司擔保，該等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
日起已不再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內綜合計算。於報告期末，有可能本公司將會就任何
該等擔保項下之潛在索償負責。因此，本公司已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擔保負
債約1,118,32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18,325,000港元）作出撥備，以抵償本公司於報
告期末時因該等擔保所承擔而未有保障之風險。

18. 可換股票據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之認購協議，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發行本金
價值6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票據（「CN1」）。CN1之持有人有權於CN1之發行日期至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之任何時間將本金款項之任何部分以每股轉換價0.288港元（可予調
整）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任何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之前未轉換之可換股票據將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以其本金額之137.69%進行贖回。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本金價值為30,000,000港元之部分CN1已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之認購協議，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發
行本金價值24,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CN2」）。CN2之持有人有權於CN2發行日期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任何時間將本金款項之任何部分以每股轉換價0.341港元（可予
調整）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任何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前未轉換之可換股票
據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其本金額之135.00%進行贖回。CN2每半年支付六個月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計算之利息直至結算日。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可換股票據發生違約事件，而於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合共約為65,098,000港元，該等款項須按要求償還。因此，可換股票
據之負債部分連同相應融資成本被分類為流動負債。

於報告期末確認之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分析如下：

CN1 CN2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35,098 30,000 65,098
該付利息 1,487 1,053 2,54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36,585 31,053 67,638
該付利息 2,592 1,347 3,939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 39,177 32,400 71,577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CN1及CN2之該利息乃參考可換股票據
之條款及計及可換股票據之違約事件計算。



13

19. 報告期後事項

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頒令，向高等法院提出將本公司清盤之呈請之有關聆訊
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買賣協議之先決條件，Right Season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訂立買
賣協議之第二份補充協議，進一步延遲最後截止日期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當本公司的復牌建議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提呈予聯交所後，聯交所就復牌建議提出若干
疑問。本公司已就有關疑問回覆聯交所，而復牌建議現正由聯交所審議，聯交所並無表示
或確認將會（在沒有或附帶進一步條件下）批准該復牌建議。

臨時清盤人及（其中包括）投資者訂立託管代理協議書之第三份補充協議，將獨家權利的
期限再延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業務回顧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時裝批發及零售及服裝
物料貿易。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委任臨時清盤人後，本公司當時之管理層連同臨時清盤人
竭力維持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業務。雖然其後因臨時清盤人逐步更換管理層隊
伍而發生人事變動，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告，本集團之總收入約為331,084,000港元。

本公司之清盤呈請聆訊原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進行，隨後被高等法院進一
步押後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高等法院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授出立暉
之清盤命令。

預期於下文「本集團之重組」一節所述本公司之重組成功實施後，本公司之呈請將
予以撤回。

本集團之重組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臨時清盤人、投資者、本公司及託管代理訂立了一份
託管代理協議書（分別經由三份補充協議補充，除另有指明者外，下文統稱「託管
代理協議書」），以實施重組建議。根據託管代理協議書，臨時清盤人授予投資者
獨家權利，承諾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不與任何人士或團體就本公
司之未償還債務及╱或股本重組之事宜進行談判，並訂明本公司債務及資本重組
之若干主要條款。根據託管代理協議書之第三份補充協議，獨家權利的期限將延
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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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一家新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UR Group Limited（「UR Group」）。UR Group為投資控股公司，其於佑威貿易
發展有限公司（「佑威貿發」）及德科服裝控股有限公司（「德科服裝」）擁有100%實
益權益。佑威貿發及德科服裝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在香港註冊成立。自二
零零九年八月以來，本集團透過佑威貿發進行時裝貿易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佑威貿發與石獅市意利王制衣發展有限公司（「石獅
意利王」）及廈門大騰工貿有限公司（「廈門大騰」）（統稱「合資企業夥伴」）訂立合
資合同，以成立合資企業廈門優威服飾有限公司（「廈門優威」）及批准廈門優威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之章程。合資企業夥伴已同意協議所有主要條款及
促使廈門優威於其成立時訂立分包協議（如下文如述）。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廈門優威成立。廈門優威與合資企業夥伴於同日訂立
分包協議，訂明廈門優威與合資企業夥伴之營運、權利、責任及義務。廈門優威
主要從事服裝零售及貿易業務以及服裝物料貿易。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投資者分別與UR Group及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Alfreda Limited訂立有抵押貸款融資安排，以提供一般營運資金及收購華巒集團
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之部分代價。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Right Season Limited（「Right 
Season」）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通過現金及承兌票據以代價40,000,000港
元作出收購。買賣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公佈。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ight Season訂立買賣協議之補充協議（「第一份
補充協議」），延遲最後截止日期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修訂買賣協議所
載之若干條款及條件。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買賣協議之先決條件，Right Season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
訂立買賣協議之第二份補充協議（「第二份補充協議」），進一步延遲最後截止日期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第一份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一月
四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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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代理協議書之主要內容（其中包括）如下：

a) 資本重組

本公司將進行（其中包括）資本重組，涉及資本註銷、股份合併、資本削減、
增加法定股本及根據債務償還安排計劃（「該計劃」）之條文進行全部解除現有
可換股票據。

b) 股份認購

本公司將通過普通股認購及向投資者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方式籌集新資金。

c) 提供貸款額度

投資者將繼續向本公司提供不計息有抵押貸款，作為營運資金及收購用途。

d) 計劃及債務重組

於本報告期內，經考慮聯交所作出的意見後，臨時清盤人及投資者已進一步
就託管協議之條款進行磋商。預期投資者向債權人授出有關本公司經股份認
購擴大之已發行股份約5%之認沽期權（按之前所提述，此屬於臨時清盤人建
議執行該計劃之一部分）將不會成為該計劃一部分。於(1)資本重組及(2)該計
劃及債務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將立刻以全面攤薄基準方式發行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約5%之有關數目之股份（「債權人股份」）。

臨時清盤人建議執行該計劃，以(i)（從投資者股份認購所得款項）現金
50,000,000港元；及(ii)債權人股份，清償結欠債權人之債務。然而，該計劃
之條款須待臨時清盤人及計劃債權人及╱或投資者經進一步磋商，並須待高
等法院最終批准該計劃及本公司股東批准該計劃後方可作實。

於託管代理協議書項下擬進行之本集團建議重組完成後，投資者將成為本公
司控股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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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自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獲委任以來，本公司一直沒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

在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之前，本公司將作出安排以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
師報告書摘要

本公司核數師對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之報告作出保留意見，摘錄如下：

拒絕發表意見之基準

1. 年初結餘及相應數字

吾等無法就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告（「二
零一零年財務報告」），構成本年度綜合財務報告呈列相應數字之基準發表審
核意見，乃由於吾等審核範圍的局限性及有關持續經營基準的重大不確定因
素可能造成重大影響，有關詳情載於吾等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之
報告。因此，吾等對二零一零年財務報告能否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業績及現
金流量無法達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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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

貴公司的若干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於　貴集團內不再綜合計
算。吾等並未獲得足夠憑證，使吾等信納　貴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
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失去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因此，吾等並未獲得足夠憑證，使吾等信納就不再綜合計算的附屬公司而
言，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交易的完整性，以
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的財務狀況。

3. 財務擔保負債

直至本報告日期，吾等並未獲得直接確認及其他足夠憑證證明有關在綜合財
務狀況表內所列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18,325,000港元之財務擔保
負債。

4. 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吾等並未接獲有關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所列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約416,323,000港元之直接
確認書及其他有力憑證。

5. 承擔及或然負債

吾等並未獲得足夠憑證，使吾等信納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承擔及或
然負債之披露之實存性及完整性。

以上第1至5點所述數字之任何調整可能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業績、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現金流量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財務狀況，以及綜合財務報告中有關之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吾等在達成意見時，已考慮綜合財務報告附註3所作出披露事項之充分性，當中闡
釋　貴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呈　貴公司股
份恢復買賣及　貴集團重組之建議（「復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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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設　貴公司將成功完成建議重組，而
於重組後，　貴集團在可預見未來將可繼續如期悉數履行其財務責任。綜合財務
報告並不包括因未能完成重組可能導致之任何調整。吾等認為已作出足夠披露。
然而，考慮到有關完成重組存在不明朗因素，吾等拒絕就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
明朗因素發表意見。

拒絕發表意見

基於拒絕發表意見之基準段落所述事項重大且上文所述持續經營基準有關之重大
不明朗因素，吾等未能對綜合財務報告是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真實而公
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事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
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發表意見。就所有其他方面而言，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告
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起暫停買賣，並會一直停牌直至另行通知。

於網站刊發資料

本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uright-627.info可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董事
鄧國洪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鄧國洪先生及吳卓凡先生，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鍾衛民先生、麥家榮先生及陳志遠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