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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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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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dea Group Holdings Ltd.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5）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
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 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於報告期間：

• 與2016年同期相比，收入增加約 17.8%至人民幣7,850.4百萬元。

• 與2016年同期相比，毛利減少約13.6%至人民幣1,168.4百萬元。

• 與2016年同期相比，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減少約5.9%至人民
幣404.7百萬元。

• 與2016年同期相比，每股基本盈利下降人民幣2.7分至人民幣13.5分。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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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a) 7,850,436 6,662,139
銷售成本 (6,682,040) (5,309,375)  

毛利 1,168,396 1,352,76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b) 181,594 81,027
銷售及分銷開支 (366,930) (451,191)
行政開支 (321,124) (264,701)
研發費用 (182,608) (163,267)
財務費用 6 – (216)  

除稅前利潤 7 479,328 554,416
所得稅開支 8 (74,326) (124,287)  

年內利潤 405,002 430,129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404,698 430,129
非控股權益 304 –  

405,002 430,129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仙） 10 13.5 16.2  

攤薄（每股港仙） 10 不適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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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述）

年內利潤 405,002 430,12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功能貨幣換算至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108,993) 108,921  

可能於其後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9,441 (55,369)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扣除稅項 (49,552) 53,552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355,450 483,681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5,146 483,681
非控股權益 304 –  

355,450 48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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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1,115 732,98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85,592 292,839
無形資產 15,938 16,966
可供出售投資 14,068 14,683
預付款項 75,155 59,413
遞延稅項資產 15,275 19,10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87,143 1,135,987  

流動資產
存貨 11 338,143 205,00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2 57,386 279,6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8,706 255,176
應收第三方款項 175,541 –
理財產品 2,700,394 1,411,630
已抵押銀行存款 889,537 777,0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8,272 1,801,405  

流動資產總值 5,517,979 4,729,97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3 4,032,665 3,287,3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452,217 285,242
應付稅項 43,136 72,751  

流動負債總額 4,528,018 3,645,392  

流動資產淨值 989,961 1,084,583  

資產淨值 2,477,104 2,220,57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8 188
股份溢價及儲備 2,470,612 2,220,3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70,800 2,220,570
非控股權益 6,304 –  

總權益 2,477,104 2,22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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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
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經營地點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6樓。本公司股份於2016

年5月19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電動車及相關配件的開發、製造及銷售。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控股股
東」）。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大為投資有限公司及方
圓投資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為本公司主要經營地區的貨幣。由於主要營運實體均位於中
國，故本集團大部分實體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先前報告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人民幣53,552,000元
已包括就本公司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換算至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人民幣108,921,000元，
該金額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就該等財務報表比較而言，上述匯兌差額已於「其他全
面收益」項下獨立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除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外，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載有本公司以及受其控制實體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倘本公司符合以
下條件，則視為擁有控制權：

• 可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

• 因參與投資對象業務而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或享有權利；及

• 有能力使用其權利影響其回報。

倘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控制權三項元素中的一項或以上元素出現變動，則本集團會
重新評估其對投資對象是否仍擁有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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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於本集團取得有關附屬公司的控制權時開始綜合入賬，並於本集團失去有關附
屬公司的控制權時終止綜合記賬。具體而言，年內所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的收入及開支
乃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直至本集團不再控制有
關附屬公司之日為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各項目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附屬公司的全面收益總
額歸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內，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產生虧絀結餘。

有關本集團成員公司之間交易的所有集團內公司間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以及
現金流量於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

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的未變現虧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

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本年度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
況及╱或載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4. 營運分部資料

就管理層而言，本集團並無根據其產品及服務進行業務單位分類，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
報經營分部，該分部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動車及相關配件業務。

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形成上述可呈報經營分部。

地理資料

由於本集團逾90%的收入及經營利潤產生自中國的電動車銷售，且本集團逾90%的非流
動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呈列地理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由於本年度內向單一客戶作出的銷售收入均未達到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故並無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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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指於年內扣除返利撥備及貿易折扣後的售出貨品發票淨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a) 收入：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7,850,436 6,662,139  

(b)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附註） 64,801 23,594

銀行利息收入 25,983 13,414

其他 5,281 6,004  

96,065 43,012

其他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85,247 37,1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淨額 282 854  

181,594 81,027  

附註： 政府補助主要為地方政府發放的款項，以達成銷售、研發開支等若干指定目
標，而上述2017年的款項包括因本公司於2017年已達成條件而自遞延政府資
助確認的人民幣40,996,000元。

6. 財務費用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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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銷售成本：

售出存貨成本 6,682,040 5,309,375  

(b)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工資及薪金 349,878 245,561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社會福利及
其他福利 49,184 41,157  

399,062 286,718  

(c)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731 63,12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7,246 5,276
無形資產攤銷 5,720 3,877
核數師酬金 2,700 3,000
研發成本（附註） 182,608 163,267
經營租賃開支 13,821 7,122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 354  

附註：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研發成本包括工資及薪金人民幣34,847,038元（2016年：
人民幣29,300,000元），亦計入上文附註7(b)所披露的僱員福利開支中。

8. 所得稅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
年內公司所得稅 89,274 126,92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8,779) (1,735)
遞延稅項 3,831 (904)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74,326 12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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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股息確認為年內分派：
2016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0港仙 104,916 –  

104,916 –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董事建議宣派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港仙（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016年末期股息為4.0港仙）合共120,000,000港元等同
於人民幣96,610,000元（2016年：120,000,000港元等同於人民幣104,916,000元），惟須於應屆股
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得出：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內利潤 404,698 430,129  

股份數目
2017年 2016年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00,000,000 2,653,259,563  

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A系列優先股 不適用 73,297,81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2,726,557,377  

用於計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包括由A系列優
先股所兌換的193,000,000股普通股及有關本公司於2016年5月19日的全球發售所發行的
720,000,000股普通股，2,000,000,000股普通股及有關資本化發行的87,000,000股股份的加權
平均。

11. 存貨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20,713 133,932
成品 217,430 71,068  

338,143 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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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55,343 280,667
減：呆賬撥備 (2,306) (2,306)  

53,037 278,361

應收票據 4,349 1,330  

57,386 279,691  

本集團客戶一般需要於交付貨物前全數繳足款項，惟有信貸期的若干客戶除外。信貸期
一般由發單日起介乎15日至180日。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53,037 278,222
超過一年 – 139  

53,037 278,361  

1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1,334,282 1,259,443
應付票據 2,698,383 2,027,956  

4,032,665 3,287,399  

於報告期間末，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87,776 366,026
三至六個月 844,290 796,934
六至十二個月 61,673 58,214
十二至二十四個月 21,270 20,077
超過二十四個月 19,273 18,191  

1,334,282 1,259,443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平均信貸期介乎15至90日之間，惟若干保修質保金除外，該等款項
於24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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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是中國領先的電動兩輪車品牌，專注於設計、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動
踏板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配件。過去15年來，我們已成功將「雅迪」樹立為中
國電動兩輪車頂級品牌。於「雅迪」品牌名下，我們提供多種具有多元設計、風
格及功能的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可滿足廣大客戶群的需要。我們的國內
網絡覆蓋接近中國全部行政區域，由1,825家分銷商及其子分銷商組成，於2017
年12月31日，銷售點超過9,190個。國際方面，我們通過國際分銷網絡於逾60個
國家進行銷售。

於2017年，我們繼續擴大業務並鞏固我們於中國高端電動兩輪車市場的領導地
位。為推高銷量及於中國取得更多市場份額，我們調整定價策略，就若干產品
向分銷商提供更大的折扣作為推銷的一部分，並調低若干產品的建議零售價。
因此，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總銷量由 2016年的3,319,582台增加至 2017年
的4,060,030台。儘管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平均售價下降，惟銷售電動兩
輪車及相關配件的收入由2016年人民幣6,662.1百萬元增加約17.8%至2017年人民
幣7,850.4百萬元。電動踏板車的平均售價由 2016年的人民幣 1,766元下降至 2017
年的人民幣1,675元，而電動自行車的平均售價則由2016年的人民幣1,181元下降
至2017年的人民幣1,135元。由於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銷量增加，以及原
材料升級導致其若干型號的成本有所增加，故我們的銷售成本亦由2016年人民
幣5,309.4百萬元增加約25.9%至2017年人民幣6,682.0百萬元。因此，本集團的整
體毛利率由 2016年約20.3%下降約5.9%至2017年約14.9%。

作為推動「雅迪」品牌國際化的舉措之一，我們已承諾贊助將於2018年6月16日
至2018年7月15日期間於俄羅斯舉辦四年一度的201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賽事。
作為201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亞洲區贊助商，本公司將獲得一系列權利，包括
於賽事期間使用LED屏幕、獲取門票及亞洲地區品牌合作權。與國際足協合作
象徵本集團品牌發展的新里程，肯定了「雅迪」品牌的國際品牌地位。「雅迪」亦
於2017年第11屆亞洲品牌（澳門）盛典獲名為「亞洲最具投資價值品牌」。

在研發領域，我們繼續進行投資以提高我們的創新能力，特別是核心零部件新
產品及新技術的設計能力。於2017年，我們僱用303名擁有多個電動兩輪車產品
設計背景的研發專才及增加 11.8%研發投資。我們相信，此舉措長遠而言將能
夠大幅度擴展我們的現有產品組合及提升我們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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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基於我們於2017年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將繼續優先拓展於中國的市場份額及進
一步推廣「雅迪」品牌。為爭取更多市場份額，我們將專注推出擁有先進性能的
新型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加上相宜的價格，藉此吸引中國不同的收入組
別及年齡組別的客戶。我們計劃透過深化現有國際市場及進軍具有高增長潛
力的新國際市場（特別是東南亞市場），更積極拓展我們的國際銷售。

至於銷售及營銷方面，除擴展線下分銷網絡外，我們計劃推出電子商貿銷售平
台以方便客戶檢閱產品供應情況及進行線上購物。我們將繼續投資營銷計劃，
以提高「雅迪」品牌的國內外知名度及市場認受性。我們將於2018年年底將總
部、研發及設計中心以及銷售及營銷中心搬遷至上海。透過於上海設立總部，
我們希望藉此吸納專業人才及堅定我們的決心，以進一步滿足高端電動兩輪
車的需求增長及進一步在全球推廣「雅迪」品牌。

財務回顧

收入

本 集 團 錄 得 收 入 人 民 幣 7,850.4百 萬 元，較2016年 人 民 幣 6,662.1百 萬 元 增 加 約
17.8%，主要由於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銷量增加所致。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收入的明細。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產品類型 收入 佔總額 收入 佔總額

（人民幣
千元）

百分比
(%)

數量
千台╱件

（人民幣
千元）

百分比
(%)

數量
千台╱件

電動踏板車 3,850,366 49.0 2,299.0 3,584,084 53.8 2,029.1
電動自行車 1,998,207 25.5 1,761.0 1,523,745 22.9 1,290.5      

小計 5,848,573 74.5 4,060.0 5,107,829 76.7 3,319.6      

電池及充電器 1,935,822 24.7 電池：
3,953.8

充電器：
2,643.0

1,498,248 22.5 電池：
3,059.2

充電器：
2,090.1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66,041 0.8 不適用 56,062 0.8 不適用      

總計 7,850,436 100.0 10,656.8 6,662,139 100.0 8,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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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電動踏板車的收入由2016年人民幣3,584.1百萬元增加約7.4%至2017年人民
幣3,850.4百萬元，而銷售電動自行車的收入由 2016年人民幣 1,523.8百萬元增加
約31.1%至2017年人民幣1,998.2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儘管本集團調整大部分
車型的定價策略以促進銷量及獲取額外市場份額，導致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
行車的平均售價下降，惟該兩類產品的銷量仍有所增加。電動踏板車的平均售
價由2016年人民幣1,766元減少至2017年人民幣1,675元，而電動自行車的平均售
價由2016年人民幣1,181元減少至 2017年人民幣1,135元。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 2016年人民幣5,309.4百萬元增加約 25.9%至2017年人民幣
6,682.0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i)電動兩輪車的銷量增加及 (ii)若干型號的電動
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原材料升級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毛利由2016年人民幣1,352.8百萬元減少約13.6%至2017
年人民幣1,168.4百萬元，而毛利率由2016年約20.3%下降約5.4%至2017年約14.9%，
主要由於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平均售價下降以及銷售成本增加的綜合
影響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由2016年人民幣81.0百萬元增加約124.1%至2017年人民
幣181.6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地方政府發放的政府補助增加，以達成銷售、
研發開支等若干指定目標。有關政府補助包含若干條件，而本公司已於2017年
達成條件，故從遞延收入確認該等補助。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16年人民幣264.7百萬元增加約21.3%至2017年人民幣321.1
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管理層的薪金及辦公室開支增加所致。

年內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的累積影響，本集團的利潤由 2016年人民幣 430.1百萬元減少約
5.8%至2017年人民幣405.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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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988.3百萬元，較於2016
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801.4百萬元減少約45.1%。

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於收購一項位於上海將用作新總部的物業及購買若干理
財產品的付款。本集團通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滿足其流動資金需求。

2017年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1,103.6百萬元，而 2016年經營活動產生
現金淨額為人民幣752.0百萬元。2017年及2016年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分別為
人民幣1,768.9百萬元及人民幣732.7百萬元。2017年籌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
民幣98.9百萬元，而2016年籌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為人民幣941.8百萬元。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990.0百萬元，而於 2016年
12月31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為人民幣 1,084.6百萬元。

存貨

本集團存貨包括原材料及成品。本集團存貨由於2016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05.0
百萬元增加約64.9%至於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338.1百萬元，乃主要由於為於
2018年取得更高銷售目標而增加成品儲備所致。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由2016年的
11.8日增加至2017年的14.8日。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由於2016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79.7百萬元減少至於2017年
12月31日的人民幣57.4百萬元，乃主要由於縮短向若干分銷商提供的信貸期以
加快收取應收賬款所致。

理財產品

本集團持有的理財產品主要包括於中國商業銀行購買的低風險保本產品。理
財產品的總價值由於2016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1,411.6百萬元增加約91.3%至於
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700.4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以業務營運所
得的現金盈餘增加購買理財產品，以取得穩定並維持資本流動性及較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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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由於2016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3,287.4百萬元增加至於2017
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4,032.7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原材料購買量增加所致，與2017
年本集團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銷量增長相符。

外匯風險

本集團現時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外匯風險。本集團於中國使用人民幣
經營其業務及開展本地業務。本集團絕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源自國際銷售及理財產品以外幣計值，故外匯風險有限。

人力資源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3,539名僱員，而於2016年12月31日則有3,131名僱
員，乃由於本集團僱用更多生產部僱員以及支援及研發部僱員。2017年的員工
總成本（包括勞務外包成本，惟不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394.5百萬元，較2016
年的人民幣316.9百萬元增加約24.5%。本集團將參考市場慣例及僱員個人表現
定期檢討其薪酬政策及僱員福利。

或然負債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抵押其資產作為應付票據的抵押品，用於撥付日常業務營運。於2017
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已抵押資產為人民幣2,440.2百萬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2017年11月23日，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雅迪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買方」），
與平安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賣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股東貸款轉讓協議及買
賣框架協議各協議，內容有關收購Shanghai Muho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370,975,976.84
元（「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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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價由買方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協定，經計及 (i)可取得的鄰近類似性質物
業的現行市價；及 (ii)上海目前樓市氣氛。總代價將以本公司內部資源撥付。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上海從事物業管理。目標
公司的主要資產為位於中國上海市興虹路 187弄5號「虹橋協信中心」第7幢樓的
該物業。該物業於2016年8月竣工，樓高5層，總樓面面積為8,526.27平方米。該物
業將用作本公司總部、研發設計中心以及銷售及營銷中心。該物業目前暫未租
出。

由於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計算的有關收購事項的若干
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相關百分比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
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
定。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本集團並無進行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
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間後事項

自2017年12月31日起，概無有關本集團業務或財務表現的重大事項需提請董事
垂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載列
的守則條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的守則條文。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監察本公司的企業管治狀況，以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並維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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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及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董事會亦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可能擁有本公司非公開內幕資料的相關僱員買
賣本公司證券的指引。據本公司所知，概無相關僱員不遵守標準守則的事件發
生。

末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建議派付截至 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港
仙（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 4.0港仙）。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
東（「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而
末期股息將於2018年7月3日（星期二）派付予於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記錄日
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股東週年大會

現時擬定股東週年大會將於 2018年6月6日（星期三）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按照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方式於適當時候刊載並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交回股份過戶文件以作登記的最後時限.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1日（星期五）
至2018年6月6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天在內）

為確定股東獲派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手續：

交回股份過戶文件以作登記的最後時限.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至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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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述所提及的目的，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上述最後
時限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樓，以作登記。

審核委員會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宗煒先生（主席）、吳邲光先生及姚乃勝先生組成。審
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管理層已考慮及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已
討論有關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的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財務資料（包括比較數字）已經審核委
員會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本集團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將初步公告中載列的有關本集團截
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報表及相關附註所載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中所
載列金額進行了核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屬於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工作
準則進行鑒證工作，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未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鑒
證意見。

刊載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yadea.com.cn)刊載。載有上市規則所需一切資料的本公司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可於相同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經貴
主席

香港，2018年3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經貴先生、錢靜紅女士、劉曄明先生、石銳先生及沈瑜先生
為執行董事；李宗煒先生、吳邲光先生及姚乃勝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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