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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
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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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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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萬泰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
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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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本報告或其所載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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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營業額約為182,8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
年同期增加約73.9%。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47,7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虧損約27,3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每股虧損約為35.37港仙（二零一六年：每
股虧損24.69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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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8,113 77,934 182,820 105,153

收益 4 15,413 11,234 33,718 28,754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50 93 3,535 5,911

外包商成本 (16,206) (9,197) (28,211) (25,66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之淨收益╱（虧損） 3,734 (13,685) (8,901) (3,210)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虧損 5 (1,011) (9,616) (6,840) (13,036)

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175) (159) (524) (794)

無形資產攤銷 (1,081) — (2,383) —

其他支出 (4,940) (5,713) (15,154) (13,84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會薪酬 (2,773) (1,234) (7,062) (3,816)

融資成本 6 (6,576) (617) (18,456) (1,29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1) — (144) —

除稅前虧損 (12,116) (28,894) (50,422) (26,989)

所得稅支出 7 178 — 393 —

期間虧損 8 (11,938) (28,894) (50,029) (26,989)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 

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678) 953 (1,905) 1,7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 

支出總額 (12,616) (27,941) (51,934) (2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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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11,007) (29,238) (47,709) (27,333)
— 非控股權益 (931) 344 (2,320) 344

(11,938) (28,894) (50,029) (26,989)

應佔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1,685) (28,285) (49,614) (25,557)
— 非控股權益 (931) 344 (2,320) 344

(12,616) (27,941) (51,934) (25,213)

每股虧損
— 基本（港仙） 10 (7.74) (24.52) (35.37) (24.69)
— 攤薄（港仙） 10 (7.74) (24.52) (35.37)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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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89–295號朱鈞記商業中心29樓B室。本公司之股份在創業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載於附註3。

3. 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適用於中期期間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然而，其並
無載有可構成中期財務報告（定義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足夠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
工具以其公平值計量（倘適用）除外。

4. 收益

收益指來自所提供之系統開發、專業服務、放貸業務、坐盤交易業務、物業投資及over the top（「OTT」）服
務之收入（扣除銷售稅（如有）後）。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的主要業務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下列各項之收益
— 系統開發 2,932 8,835 8,846 18,615
— 專業服務費 1,643 1,942 5,684 9,314

坐盤交易 1,125 76 3,231 76

放貸業務 15 381 288 749

物業投資產生的租金收入 600 — 1,800 —

OTT服務 9,098 — 13,869 —

15,413 11,234 33,718 28,754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42,700 66,700 149,102 76,399

營業額 58,113 77,934 182,820 10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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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3 4 19 12

推算利息收入 — — — 204

雜項收入 1 84 30 306

就以下回撥減值虧損
— 貿易應收賬款 1,536 5 3,427 40
— 其他應收賬款 — — 59 5,349

1,550 93 3,535 5,911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借貸之
利息 483 — 1,302 —

應付承兌票據之利息 1,214 86 3,410 86

債券之利息 409 367 1,158 1,043

短期貸款之利息 4,457 20 12,559 20

其他 13 144 27 144

6,576 617 18,456 1,293

7. 所得稅支出

(a)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均沒有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計提香港利得稅。

(b)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標準稅率
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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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間虧損

期間虧損乃於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工資及其他福利 2,655 1,197 6,759 3,68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8 37 303 131

2,773 1,234 7,062 3,816

無形資產攤銷 1,081 — 2,383 —

核數師薪酬 175 158 525 473

折舊 175 159 524 794

經營租約 1,331 1,243 3,878 3,748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11,007) (29,238) (47,709) (27,333)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2,256,878 119,221,878 134,885,678 110,69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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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以代價46,070,000港元收購倡達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FWI

集團」）集團之85%已發行股本，並透過發行發行價為每股2港元的23,035,000股代價股份支付代價。FWI集團
主要從事透過不同平台在大中華地區提供多媒體相關服務及內容。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完成。

於收購日期已收購資產及已確認的負債金額如下：

於收購時確認 

之公平值
千港元

廠房及設備 121

無形資產 39,903

貿易應收賬款 2,00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6,05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62

遞延稅項資產 11,462

貿易應付賬款 (19,81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43,149)

其他貸款 (10,662)

遞延稅項負債 (6,584)

可識別負債淨值總額，按公平值 (9,106)

非控股權益 1,366

(7,740)

收購產生之商譽 55,192

以發行按公平值列賬之代價股份支付 47,452

由於合併成本包括與收益增長有關之效益、未來市場發展及勞動力整合，因此收購FWI集團產生商譽。由
於此等效益並無達致可識別無形資產之確認條件，因此此等效益並無與商譽分開確認。

所收購可識別資產之公平值為臨時數值，尚待接獲該等資產之最終估值。已就該等公平值調整計提遞延稅
項6,584,000港元。

千港元

自附屬公司收購的銀行結餘及現金 1,562

收購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入淨額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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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

股份溢價 一般儲備 股本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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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52,396 3,056 1,200 7,676 (549,419) (85,091) — (85,091)

期間收益╱（虧損） — — — — (27,333) (27,333) 344 (26,98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776 — 1,776 — 1,776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1,776 (27,333) (25,557) 344 (25,213)

於以下各項後發行股份
— 配售股份 11,306 — — — — 11,306 — 11,306

配售股份開支 (341) — — — — (341) — (341)
股本重組 — — — — 99,252 99,252 — 99,252
股本重組支出 (227) — — — — (227) — (227)
業務合併產生的非控股權益（附註13） — — — — — — 18 1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463,134 3,056 1,200 9,452 (477,500) (658) 362 (296)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63,135 3,056 1,200 9,519 (489,853) (12,943) 2,197 (10,746)

期間虧損 — — — — (47,709) (47,709) (2,320) (50,02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905) — (1,905) — (1,905)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1,905) (47,709) (49,614) (2,320) (51,934)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1,366) (1,366)
發行代價股份 46,047 — — — — 46,047 — 46,04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509,182 3,056 1,200 7,614 (537,562) (16,510) (1,489) (17,999)



1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表現及前景

系統開發及專業服務

於二零一七年，本公司面臨中國熱驅動電力市場的激烈競爭，管理層預期該現象將於可見未來
持續。此可從中國政府直接補貼推廣使用可再生及╱或清潔能源及於中國多個城市實施二氧化
碳減排標準得以證明。因此，新合約之數目及金額減少。故熱驅動電力行業的系統開發業務較
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收益減少。由於數據中心服務需求下跌，專業服務錄得的收益較二零一六
年同期減少。鑒於業務環境改變，本公司策略性地擴大其在網絡安全服務及解決方案方面的專
業服務領域。

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可提供網絡保安服務及解決方案，包括衝刺模式顧問、物理及網絡安全評
估、構建及設計安全的資訊科技體系結構、執行安全設備以及資訊科技業務政策監控。

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專於企業網絡保安解決方案及風險管理，為大中華及亞太地區企業提供廣
泛保安服務及解決方案。

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亦提供一系列高技術服務，包括所有層面滲透測試、完整漏洞管理覆蓋及
DDoS保護。

我們的MSS團隊可提供全面保安管理保安服務，由防火牆健康度、關鍵補丁管理、攻擊及警報、
事件管理及變動管理，乃至端點管理，以涵蓋終端用戶的機器。

坐盤交易業務

就本集團坐盤交易業務而言，於二零一七年，環球市場呈穩定上升趨勢。亞洲市場（包括香港）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可觀資金流入。但是，市場仍然充滿諸如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及國際政治爭
議等眾多不確定性。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錄得虧損。本集團將採納審慎方法物色證券投資機遇，可創造價值並將對本集團及股
東有利。本集團亦維持風險管理政策，已識別及密切監控如政府及政治風險、國家風險、價格
風險、利率風險、貨幣風險及經濟風險等主要風險因素。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坐盤交易業務錄得之營業額約為149,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76,4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證券投資組合約達74,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1,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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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業務

儘管貸款及信貸市場非常活躍，於過往數年的競爭仍非常激烈，此乃由於香港房地產市場快速
蓬勃發展及全球低利率環境所致，董事會相信，透過其悠久的關係、歷史、聲譽、網絡及協同效
應，本集團可參與放貸業務市場份額，且其將成為本集團未來溢利的推動力之一。鑒於上文所
述，董事會將於本公司獲得財務資源後投資更多資源於此業務中。除消費貸款外，本公司正計
劃提供多種貸款產品，包括向個人提供有抵押按揭貸款、無抵押貸款、中小企業貸款、債務綜
合貸款及企業貸款。儘管如上文所述，放貸業務面臨政治風險、監管風險、信貸風險、經濟風險
及行業風險。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放貸業務錄得的利息收入約為3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4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組合金額為5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10,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位於香港南區的物業所產生的租金收入為1,8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零港元）。本集團相信，受興建南港島線（東段）推動，物業所在地區的辦公
室空間需求將會不斷增加。

OTT服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收購FWI集團後，此服務主要從事的業務乃透過不同平台於中
國提供多媒體相關的服務及內容。由於滲透增多及多媒體分部擴張，本集團對該業務分部持樂
觀態度。此外，消費者不再滿足於傳統媒體，多媒體平台成為眾多公司的選擇，以確立其產品
品牌及市場。故此，多媒體平台成為商業市場策略越見重要的角色。經考慮FWI集團於該行業
富有經驗，且客戶多元，以及專門透過其自家數碼錄像租賃平台於香港及台灣提供視頻點播的
OTT服務。

未來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機遇以透過投資於及╱或收購發展前景明朗之公司或項目之權益，為股東創
造價值。本集團正將其業務範圍拓展至IT行業之外，只要在該等投資可帶來價值並對本公司及
其股東整體有利，亦可能於其他行業（包括可再生能源及其他「綠色」業務、金融行業及較傳統的
非IT業務）進行投資及╱或收購。毫無疑問，本公司亦將繼續專注於現有業務，為股東帶來進一
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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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的營業額約為182,8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105,2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73.9%。營業額增加乃由於出售上市證券獲得所
得款項增加所致。由於環球證券市場不明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淨虧
損較二零一六年同期虧損約3,200,000港元增加至約8,900,000港元。融資成本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
1,300,000港元增加至約18,5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1,327.4%。融資成本因銀行借
貸利息、短期貸款及承兌票據增加而上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約為47,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27,300,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發行下列股本證券以換取現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細則，已按每股2港元的價格發行合共
23,035,000股代價股份，以代價46,070,000港元收購FWI集團之85%已發行股本。

董事會繼續物色機會吸引更多投資者，拓展股東基礎，降低累計虧損及提升集資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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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之公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賣方訂
立買賣協議，以代價280,000,000港元收購Billion Ray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BRI集團」）的50%已發行股本（「第一份協議」）。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買賣雙方訂立終
止契據，據此，訂約雙方共同協定即時不可撤銷、無條件及完全終止第一份協議。於終止第一
份協議之後，買方與賣方訂立第二份協議，以代價100,000,000港元收購BRI集團的20%已發行股
本。代價將由本公司於完成後以發行承兌票據予賣方之方式支付。BRI集團主要從事經營汕頭
市潮人碼頭文化公園特許經營項目。BRI集團已獲授予於42.25年期間建造及經營該項目的獨家
權。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完成。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賣方
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46,070,000港元收購FWI集團85%已發行股本。本公司將於完成時，以發行
價每股2港元發行及配發23,035,000股新股以支付代價。FWI集團主要從事透過有線電視等不同
平台在大中華地區提供多媒體相關服務及內容。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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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司

已變現及
未變現

收益╱（虧損） 市值

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概約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高銀金融」） 1,522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2,758

匯創控股有限公司（「匯創」） 2,728

科地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10,254)

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新華電視」） 143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星凱控股」） 224

其他 (3,961)

已變現淨虧損 (6,840)

高銀金融 7,438 35,793 48.4%

匯創 (17,990) 5,632 7.6%

中國新華電視 (1,479) 2,123 2.9%

譽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譽滿國際」） (275) 8,256 11.2%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星凱控股」） 3,264 9,570 12.9%

其他 141 12,631 17.0%

未變現淨虧損 (8,901) 74,005 100.0%

(15,741) 74,005 100.0%

高銀金融主要從事提供保理服務、金融投資、酒品及酒品相關業務、物業發展及投資。

匯創主要從事於中國提供巴士及巴士站廣告業務，以及活動管理及市場推廣服務。

中國新華電視主要為香港公營部門提供水務工程服務，並於亞太區（不包括中國）從事電視播放
業務以取得廣告及相關收益以及於中國進行大型戶外顯示屏廣告業務。

譽滿國際主要從事食品及飲料貿易、放債、提供保健服務、證券投資及交易以及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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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凱控股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電線、電纜及銅桿，以及買賣冶金級鋁土礦及物業投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並無完成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公告，賣方（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已訂立買賣協議，
以現金代價145,000,000港元出售Cicero Capit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CCL集團」）全部已發
行股本。於2018年1月26日，賣方及買方已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買賣協議。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的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相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
於該條例所指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中的權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董事買賣標準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好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本衍生
工具的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好倉並無登記於登記冊中或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通知本公
司及聯交所。

於本公司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股
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淡倉並無登記於登記冊中或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另
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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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衍生工
具的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中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有
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規定而須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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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向本公司披
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
會上投票的權利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股權概約

百分比
（附註1）

盈泰投資有限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36,815,000 25.88%

新益國際創建有限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320,000 0.22%

附註：

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142,256,878股股份。

2. 盈泰投資有限公司及新益國際創建有限公司由HMV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其股份於聯交所創
業板上市。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好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登記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或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
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擁有好倉。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登記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或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
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擁有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
存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本公司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於購股權的權益（如有））。

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或此期間的任何時間，本集團董事概無於本集團為訂
約方且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而一直有效的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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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
市規則）概無於任何對本集團業務造成或可能造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業務或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經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5.33條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規定成立了具書面職
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負責檢討內部會計程序及評估並向董事會報告其他審核和會計事宜，當中
包括獨立核數師之選任、向獨立核數師支付之費用以及獨立核數師之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守則之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期內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且並無重大偏離。

訴訟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本公司接獲一份由Metal Winner Limited（「MWL」）發出的呈請（「呈請」）
蓋印副本（高院公司（清盤）案件二零一四年第83號）（「清盤程序」），據此，MWL (a)宣稱本公司欠
付MWL金額5,700,000港元；及(b)請求法院對本公司進行清盤。於本報告日期，香港高等法院已
撤回該呈請。另外，其他兩方宣稱本公司欠付其債務。經過調查後，本公司發現該兩方宣稱的
債務來自於本公司前任董事與該兩方之間的若干交易。此等交易的性質及機制與MWL的交易
性質及機制相同或極為類似。於清盤程序中，法院已發現所述前任董事對本公司實施非法圖謀
而MWL為該圖謀的一方。在訴訟依據中，非法圖謀指前任董事自交易對手方獲取貸款而本公司
被錯誤地作為借款人承擔還款責任。本公司於高等法院針對兩位當事人展開訴訟（「禁制令訴
訟」），尋求禁制令以禁止彼等提交有關本公司清盤的呈請或申請取代MWL作為該清盤程序的
呈請人（「約束法令」）。該等兩名當事人向法院承諾不採取約束法令直至禁制令訴訟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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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院駁回清盤程序後，雙方意願向法院作出進一步承諾不會就本公司清盤提出任何呈請，以
待釐定彼等就收回上述所宣稱債務而針對本公司發出的任何傳訊令狀（如有）及╱或釐定本公司
就宣布寬免上述所宣稱債務而針對彼等發出的任何反申索或傳訊令狀（如有）為無效或不能強制
執行，本公司方會想方設法以同意令的方式解決禁制令訴訟。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本公司已接獲於禁制令訴訟（「原告人」）中提出起訴的雙方中一方發
出的傳訊令狀（「傳訊令」）蓋印副本。根據該傳訊令註明的宣稱聲明，原告人向本公司申索因本
公司開具空頭支票而指稱的總額16,600,000港元及其利息。

鑒於法院對清盤程序作出了有利的裁斷及剔除了原告人案件與MWL的清盤程序之相似性，本
公司相信，其乃抗辯原告人的控告及反申索該等宣稱債務為無效及不能強制執行的強而有力理
據。因此，本公司將極力就原告人的申索進行爭辯及將尋求法律意見以在法律程序中採取所有
必要的措施，從而保障本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佈同意令，原告人完全終止對本公司的法律行動，
且本公司亦已完全終止其對原告人及法律行動的另一名共同被告的反申索。本公司並無就法律
行動及上述終止法律行動向原告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反之亦然）已付或應付補償或損害。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代表董事會 

萬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劉基力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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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劉基力先生（行政總裁）
梁仲南先生
賀志娜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溫浩源博士
侯志傑先生
阮觀通先生

本報告載有為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之本公司資料，董事對本報告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深信，本報告內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騙成份，及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報告內任何聲
明或本報告有所誤導。

本報告將於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刊
登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trilliongrand.com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