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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黃守榮先生（主席）
潘俊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海明博士
麥家榮先生
宋泳森先生

公司秘書

尹凱鳴先生

核數師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
威菲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
7樓701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北角
蜆殼街9-23號
秀明中心
12字樓D室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
香港
中環
德輔道中83號
B2層

網址

http://www.fujicatering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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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人民幣247,000,000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增加約77.9%。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
15,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05,100,000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04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3.89元）。

業績及分派

收益

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47,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13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77.9%。送餐服務
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4,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約94.1%。該下降主要由於終止數個送餐點所致。方
便食品業務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05,000,000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245,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擴展方
便食品業務所致。

毛利

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32,800,000元輕微減少
至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26,800,000元，此乃由於終止數個送餐
點及擴展方便食品業務之淨影響所致。然而，因為方便食品業務之毛利率低於送餐服務
業務，本期間之毛利率由23.6%下降至10.8%。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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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之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1,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人民幣22,9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幅減少約95.6%，乃由
於專業費用減少約人民幣21,000,000元（專業費用為去年同期因集團重組而產生）所致。

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
15,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05,100,000元）。與去年同
期之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3.89元相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4元。本公司之權益
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少乃主要因完成於去年同期內進行之集團重組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19,900,000元（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0,700,000元）。根據本集團總負債約人民幣47,000,000元（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5,700,000元）相對於總權益正數約人民幣90,100,000元（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正數約人民幣75,200,000元）計算之本集團債務權益比率為1.91（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35）。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收到奇輝控股有限公司（「奇輝」，為本公司之控股股
東）有關將奇輝持有之135,135,135股本公司優先股轉換成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之轉換通知，普通股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配發及發行予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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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誠如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財年之年報所述，本集團業務之未來發展方面並無任何重
大變動。

僱員

本集團的僱員薪酬政策為符合市場水平及與行內類似職位之薪酬水平相若。僱員之年末
酌情花紅以僱員個別之表現而釐定。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計劃及
教育津貼。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本回顧之財政期間末，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置存之
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七及第八分部或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概無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和債權證中擁有任何個人、
家族、公司或其他實益權益或淡倉，而須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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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每位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附註1）

擁有權益的
優先股數目
（附註2）

擁有權益的
股份及相關
股份的總數

佔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奇輝控股有限公司（附註4） 實益擁有人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Bomao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安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安徽省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4） 177,280,217 (L)

177,280,217 (S)

135,135,135 (L)

135,135,135 (S)

312,415,352 (L)

312,415,352 (S)

93.44% (L)

93.44% (S)

Three Dragons Limited（附註5） 證券權益 177,280,217 (L) 135,135,135 (L) 312,415,352 (L) 93.44% (L)

ADM Galleus Fund I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5） 177,280,217 (L) 135,135,135 (L) 312,415,352 (L) 93.44% (L)

ADM Galleus Fund II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5） 177,280,217 (L) 135,135,135 (L) 312,415,352 (L) 93.44% (L)

ADM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5） 177,280,217 (L) 135,135,135 (L) 312,415,352 (L) 93.44% (L)

Yiu Chiu Fai 實益擁有人及家族權益 

（附註6）
26,910,000 (L) – 26,910,000 (L) 8.0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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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L)代表好倉及(S)代表淡倉。

2. 此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發行及配發之本公司資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優先股
（「優先股」），其賦予持有人權利可按一比一之基準將其轉換為股份。

3. 該百分比乃按「股份及相關股份的總數」除以「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即
334,342,053股股份）」計算。

4. 奇輝控股有限公司由Bomao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Bomao Holdings Limited繼而由
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全資擁有，而Harvest (Overseas) Investment Limited則由
安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安徽豐收投資有限公司繼而由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
司擁有40%權益，而安徽省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由安徽省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全資擁有。
因此，彼等於312,415,352股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實為同一份權益。

5. 根據所備案之權益披露表格，Three Dragons Limited由ADM Galleus Fund I Limited及ADM 
Galleus Fund II Limited分別擁有22%及78%權益。ADM Galleus Fund I Limited及ADM Galleus 
Fund II Limited均由ADM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全資擁有，故彼等於312,415,352股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實為同一份權益。

6. Yiu Chiu Fai先生個人擁有26,830,000股股份（相當於股份之8.02%），當中80,000股股份（相當
於股份之0.02%）由其子女╱配偶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人士（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
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中之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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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對守則第A.2.1條、第A.4.1條及第
F.1.2條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且主席與
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清晰制定並以書面形式陳列。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王建清先
生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職務。於同日，黃守榮先生（「黃先生」）辭任本公司行政總
裁（「行政總裁」）職務並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儘管已辭任行政總裁職務，惟黃先生仍履
行行政總裁之職責。黃先生掌握管理董事會之所需領導技能，並熟知本集團之業務。董事
會認為現有架構適合本公司，因為其可促進本公司策略之有效制訂及實施。董事會將不
時檢討此安排之效用並將於其認為適當之時考慮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連任。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期間，全體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非按指定任期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條文
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退任及重選連任，並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
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一次。

根據守則第F.1.2條，委任公司秘書須通過實質召開董事會會議（而非以書面決議案方式）
處理。而委任現任公司秘書乃通過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之一項書面決議案處理。董事會認
為，於執行委任現任公司秘書之書面決議案之前，已就該事宜向全體董事進行獨立諮詢
且並無任何異議，故此並無實質召開董事會會議取代書面決議案批准該事宜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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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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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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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47,227 139,001

所耗材料成本 (220,440) (106,209)

毛利 26,787 32,792

其他收入 1 5

完成集團重組之收益 – 816,247

員工成本 (2,423) (10,872)

經營租約租金 (747) (1,891)

折舊 (1,294) (1,589)

燃料及公用服務成本 (253) (677)

消耗品 – (1,814)

其他經營開支 (928) (22,933)

融資成本 (386) –

除稅前溢利 5 20,757 809,268

所得稅 6 (5,739) (4,003)

期內溢利 15,018 805,265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9) (3,81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4,849 801,448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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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018 805,089

非控股權益 – 176

15,018 805,265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849 801,272

非控股權益 – 176

14,849 801,44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7 4 389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3 38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2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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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157 8,451

流動資產
存貨 39,485 17,006
應收賬款 10 16,387 16,5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4,161 8,22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9,888 80,700

129,921 122,4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359 30,23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6,589 19,564
應付稅項 11,050 5,888
銀行借貸 13 18,000 –

46,998 55,685

流動資產淨額 82,923 66,780

資產淨額 90,080 75,2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64 3,864
儲備 85,412 70,5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89,276 74,427
非控股權益 804 804

權益總額 90,080 75,23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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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外幣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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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5,665 1,491,807 7,500 (68,935) (2,409,332) (973,295) 184 (973,111)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3,817) 805,089 801,272 176 801,448
非控股股東出資 – – – – – – 180 180
股本重組：
－股本削減 (5,099) – – – 5,099 – – –
－股份認購 1,611 117,626 – – – 119,237 – 119,237
－公開發售 428 31,216 – – – 31,644 – 31,644
－優先股 1,074 78,417 – – – 79,491 – 79,491
－發行計劃股份 185 13,487 – – – 13,672 – 13,672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3,864 1,732,553 7,500 (72,752) (1,599,144) 72,021 540 72,561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3,864 1,732,553 7,500 (71,799) (1,597,691) 74,427 804 75,231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69) 15,018 14,849 – 14,84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3,864 1,732,553 7,500 (71,968) (1,582,673) 89,276 804 90,080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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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8,644) (2,259)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 55,00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230,372

計劃安排之現金流出淨額 – (189,064)

不再綜合入賬附屬公司之墊款 – 62

已籌集銀行貸款 18,000 –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8,000 41,3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60,643) 94,116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69) 880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700 11,61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88 106,60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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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律的合訂與修
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北角
蜆殼街9-23號秀明中心12字樓D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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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送餐服務
及加工及銷售方便食品。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規
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可影響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
負債、收入及開支申報額（按本年累計基準）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預測有
異。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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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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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
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否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期內向客戶供應貨品及提供服務的銷售金額，扣除營業稅及其他政府稅金，並減去銷
售退貨及折扣。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的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技
術及市場策略，因此各可呈報分部均受獨立管理。

分部損益不包括投資收益或虧損、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完成集團重組之收益及其他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開支。分部資產不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及其他未分配公司資產。分部非流動
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退休福利資產及保險合約項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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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營運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送餐服務
方便食品及
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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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667 245,560 247,227
分部（虧損）╱溢利 (1,088) 23,671 22,583
利息收入 – 1 1
折舊 1,216 78 1,294
所得稅 – 5,739 5,73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未經審核 10,485 105,601 116,086

送餐服務
方便食品及
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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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33,970 105,031 139,001
分部溢利 2,935 11,772 14,707
折舊 1,525 64 1,589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19,183 30,256 4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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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可呈報分部溢利及虧損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總溢利 22,583 14,707
完成集團重組之收益 – 816,247
公司及未分配損益 (1,826) (21,686)

綜合業務溢利 20,757 809,268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 (6)
所耗材料成本 220,440 106,209
折舊 1,294 1,589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下之最低租金 747 1,891
董事酬金 49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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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期內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5,739 4,003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該期間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其他國家之應課稅盈利之稅項費用，已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適用稅率及依據現行之
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六個月期間之溢利
約人民幣15,018,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05,089,000元）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34,342,053股（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7,035,199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約15,018,000港元，
以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69,477,188股（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之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334,342,053股加假設於期初轉換優先股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35,135,135
股）計算。

因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
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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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咭形式之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天，惟若干現有優質客戶
之賒賬期則達90天。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內 15,559 9,525
31至90日 828 6,298
91至180日 – 715

16,387 16,538

11.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 51,194 195
按金 2,527 2,527
其他應收款項 440 5,499

54,161 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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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劃分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80日或以內 1,359 533
超過180日 – 29,700

1,359 30,233

13.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18,000 –

借貸按以下時間償還：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18,000 –

本集團之借貸賬面值均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平均利率為6.4%。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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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收到奇輝控股有限公司（「奇輝」，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有關
將奇輝持有之135,135,135股本公司優先股轉換成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
股之轉換通知，普通股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配發及發行予奇輝。

16.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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