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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
司帶來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
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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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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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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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仁智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之資料。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

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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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13,481 5,248

銷售成本 (9,002) (2,136)

毛利 4,479 3,112

其他收益 140 151

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 (1,372) (789)

一般及行政開支 (6,099) (6,069)

除稅前虧損 (2,852) (3,595)

所得稅開支 3 (93) (9)

期內虧損 (2,945) (3,604)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31) (3,580)

非控股權益 (314) (24)

(2,945) (3,604)

股息 4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港元列示） 5

－基本 (0.002)港元 (0.004)港元

－攤薄 (0.002)港元 (0.0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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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945) (3,60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28 1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917) (3,589)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22) (3,588)

非控股權益 (95) (1)

(1,917) (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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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匯兌波動

儲備

以股份

為基礎

付款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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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0,715 255,269 31,713 186 14,775 (281,169) 41,489 6,872 48,361

期內虧損 – – – – – (3,580) (3,580) (24) (3,60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8) – – (8) 23 1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8) – (3,580) (3,588) (1) (3,589)
配售後發行股份 4,125 21,455 – – – – 25,580 – 25,580
以權益結算為基礎的 
購股權安排 – – – – 207 – 207 – 207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4,840 276,724 31,713 178 14,982 (284,749) 63,688 6,871 70,559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8,945 311,509 31,713 719 15,354 (300,810) 87,430 6,861 94,291

期內虧損 – – – – – (2,631) (2,631) (314) (2,94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809 – – 809 219 1,028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809 – (2,631) (1,822) (95) (1,917)
以權益結算為基礎的購股權安排 – – – – 76 – 76 – 76
註銷購股權 – – – – (15,430) 14,835 (595) – (595)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8,945 311,509 31,713 1,528 – (288,606) 85,089 6,766 9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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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十八章而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期內，本集團並無提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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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正評估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為進行管理，本集團將業務按其產品及服務分成業務單位，其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a) 殯儀服務分部，主要從事提供殯儀及火化服務及殯儀服務相關業務；及

(b) 媒體及娛樂分部，主要從事投資及製作電影及演唱會以及娛樂相關業務。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乃根據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乃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基準）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乃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總部及公司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會所會藉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

產按組別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按組別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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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殯儀服務 媒體及娛樂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3,208 10,273 13,481

分部業績 145 267 412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3,264)

除稅前虧損 (2,852)

分部資產 27,601 97,443 125,044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629

資產總值 134,673

分部負債 (8,209) (24,520) (32,729)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0,089)

負債總額 (42,818)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42 21 363
資本開支 154 17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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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殯儀服務 媒體及娛樂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4,376 872 5,248

分部業績 (1,120) (1,151) (2,271)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324)

除稅前虧損 (3,595)

分部資產 22,425 18,047 40,472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6,963

資產總值 87,435

分部負債 (7,159) (1,052) (8,211)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8,662)

負債總額 (16,87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15 16 331
資本開支 – 28 28

所有服務及產品之收入明細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提供葬禮及火化服務 3,208 2,861
銷售永恆晶石產品 – 615
管理服務費用 – 900
媒體及娛樂業務 10,273 872

13,481 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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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該兩個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

附屬公司之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

本集團並無任何各報告期內之未撥備重大遞延稅項。

4.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或轉撥任何金額至儲備（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5.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透過股份配售發行165,000,000股新普通股。配售價為每
股0.16港元，較當時已有股份的市價有所折讓。用於計算本期間每股虧損的加權平均股數已
就該折讓中所含的花紅部份作出調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631) (3,58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57,798 866,466

(b) 攤薄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授出的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均已註銷，故本公司購股權計

劃項下概無尚未行使購股權。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已發

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概無就攤薄對期內所呈列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

整，此乃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的影響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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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總收入（主要包括(i)媒體及娛樂業務；及(ii)殯儀服務

業務）約為13,4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5,248,000港元增加156.88%。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本

集團於本回顧期間主辦演唱會產生的收入所致。

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約為1,372,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約789,000港元增加73.89%。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約為10.18%（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15.03%）。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的增幅與本回顧期間的收入增幅大致相同。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約為6,09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約6,069,000港元輕微增加。

期內虧損

本集團之期內虧損約為2,94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虧損約

3,604,000港元）。

經營回顧－香港

媒體及娛樂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媒體及娛樂分部錄得收入約10,273,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的約872,000港元增加1,078.10%。媒體及娛樂收入主要包括演唱會主辦收入、藝人管理

收入及贊助及營銷相關收入。由於媒體及娛樂業務剛剛起步並處於發展初期，因此去年同期

收入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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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儀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香港殯儀服務及相關產品錄得收入約260,000

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約2,311,000港元減少88.75%。回顧期內，收入僅產生自銷售殯儀

組合，然而去年同期收入乃產生自銷售殯儀組合、提供管理服務以及銷售永恆晶石產品。永

恆晶石業務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出售。管理服務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屆滿，本公司並無續訂

管理服務協議。因此，本期間錄得之收入大幅下降。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殯儀組合的銷售收入約為2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約796,000港元降低67.3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提供管理服務及銷售永

恆晶石產品所得的收入分別約為900,000港元及615,000港元，而本回顧期間為零。

經營回顧－中國

殯儀服務及火葬場

懷集殯儀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懷集火葬場業務的收入為約2,948,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約2,065,000港元增加42.76%。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殯儀服務銷售價增加。為維持高質

素服務，本集團將於可見未來實施計劃改善維修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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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內地媒體娛樂行業近年來的增長勢頭強勁。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SAPPRFT)的數

據，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收入在二零一七年增長13.45%至559億元以上（86億美元）。本集團對該

行業（尤其是電影、音樂劇、戲劇、網絡電視劇╱電影、演唱會及相關知識產權（「知識產權」）

交易等行業╱子行業）持樂觀態度。

電影投資方面，本集團取得電影《貪狼》20%可分配發行純收益（定義見投資協議）之權利，

該電影在中國內地的電影票房已超過人民幣5億元，而在近期電影中的主角古天樂先生於亞

洲電影大獎、香港電影導演協會及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榮獲最佳男主角獎。針對規模巨大

且仍持續增長之中國內地市場，我們致力於擴大本集團之綜合媒體平台，以提供最具價值及

競爭力之產品以及提升我們的市場地位。我們亦將繼續開拓戰略聯盟以及投資機遇，以讓其

業務豐富多姿，拓闊收入來源，並為股東帶來具有吸引力的價值。

於該等要約完成後，要約人成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相信本集團將能夠利用鄭先生及周

先生在商界之廣泛人脈推動及支持本集團現時業務及╱或吸引具備深厚背景及豐富經驗之

投資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約60名（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69名）僱員（包括董事）。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3,09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3,627,000港元）。本集團

之僱傭及薪酬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者相同。

本集團抵押資產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抵押資產或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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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中所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可換股債券中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或根據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實益持有之普通股及相關股份數目：

(A) 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唐才智先生 
（「唐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724,732,449 62.60%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S.317(1)(a)條所述股份之 
一致行動人士

120,800 0.01%

724,853,249 62.61%

附註：

1. 724,732,449股股份由Heading Champion Limited（「Heading Champion」）持有及鄭丁港先生
之配偶作為實益擁有人於120,8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Heading Champion，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唐先生、Simple Cheer Limited
（由鄭丁港先生全資擁有）及周焯華先生分別實益擁有40%、40%及20%權益。根據日期為二
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一致行動人士之契據，就Heading Champion及本公司而言，唐先
生、鄭丁港先生及周焯華先生為一致行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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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採納的新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及參與者獲授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及可予行使的購股

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及

可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類別1：董事

徐秉辰先生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九日辭任 
執行董事）

1,052,820 – – (1,052,820) –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4.175港元

陳偉民先生 23,927 – – (23,927) –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6.892港元

119,638 – – (119,638)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2.372港元

蕭喜臨先生 119,638 – – (119,638)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2.372港元

小計 1,316,023 – – (1,316,023) –

類別2：僱員╱顧問

僱員 38,284 – – (38,284) –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6.892港元

僱員 981,034 – – (981,034) –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

1.784港元

僱員 153,137 – – (153,137) –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

4.912港元

僱員 430,698 – – (430,698) – 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4.791港元

僱員 765,686 – – (765,686) –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二日

4.474港元

僱員 693,903 – – (693,903)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

4.455港元

僱員 1,196,386 – – (1,196,386)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2.372港元

僱員 1,624,311 – – (1,624,311) –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

1.10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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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及

可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僱員 1,800,000 – – (1,800,000) –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

0.188港元

僱員 5,400,000 – – (5,400,000) –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0.200港元

顧問 555,122 – – (555,122) –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

4.912港元

顧問 135,430 – – (135,430) – 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日

4.137港元

顧問 1,052,820 – – (1,052,820) –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4.175港元

顧問 4,500,000 – – (4,500,000) –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

0.188港元

顧問 1,500,000 – – (1,500,000) –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0.200港元

小計 20,826,811 – – (20,826,811) –

各類別總計 22,142,834 – – (22,142,834) –

本公司授出之所有購股權於屆滿時失效並於一般要約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結束時

註銷。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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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下列股東（包括董事）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條文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

露的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可換股債券中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實益持有的普通股及相關股份數目：

姓名╱名稱 身份 附註 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佔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Heading Champion 實益擁有人 1 724,732,449 好倉 62.60%

唐先生 受控制公司權益 1 724,732,449 好倉 62.60%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S.317(1)(a)條所述股份
之一致行動人士

1 120,800 好倉 0.01%

724,853,249 62.61%

Simple Cheer Limited 
（「Simple Cheer」）

受控制公司權益 1 724,732,449 好倉 62.60%

周焯華先生 
（「周先生」）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S.317(1)(a)條所述股份
之一致行動人士

724,853,249 好倉 62.61%

鄭丁港先生 
（「鄭先生」）

受控制公司權益 1 724,732,449 好倉 62.60%

配偶權益 1 120,800 好倉 0.01%

724,853,249 62.61%

徐秉辰先生 
（「徐先生」）

實益擁有人 2 1,800 好倉 0.00%

受控制公司權益 2 149,472,498 好倉 12.91%

149,474,298 12.91%

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 149,472,498 好倉 12.91%

陳秉志先生 實益擁有人 97,390,000 好倉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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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Heading Champion由唐先生、Simple Cheer（由鄭先生全資擁有）及周先生分別實益擁有40%、40%
及20%權益。鄭先生之配偶作為實益擁有人於120,8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
月二十三日有關一致行動人士之契據，就Heading Champion及本公司而言，唐先生、鄭先生及周先
生為一致行動人士。

2. 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由徐秉辰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徐先
生亦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1,800股股份。徐先生為本公司前任執行董事、前任主席及前任行政總裁，
彼自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起辭任。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

人士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可換股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

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制定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規定標準之書面指引，其條文不比GEM上市規則

第5.48至5.67條所載之交易規定標準（「交易規定標準」）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注意到一項不合規事件，當中於本公司之限制買賣期

內，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寄發了一份有關由太陽國際証券有限公司代表Heading 

Champion （由唐先生擁有40%）就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其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

有者）提出有條件自願現金要約及註銷本公司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的綜合文件。寄發該綜合

文件構成一項「交易」，因此於限制買賣期內寄發該綜合文件構成偏離交易規定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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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上述不合規事件高度關注，為防止發生類似事件，本公司管理層即時採取措施提醒

所有董事注意限制買賣期內的交易限制以及交易規定標準下之規定及聯交所不時刊發之相

關常見問題。此外，本公司將組織，且全體董事及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將致力參與專業律師事

務所圍繞交易規定標準下之規定及程序舉行的培訓，以加強董事及公司秘書對董事進行股份

交易的規定及限制的了解及認識。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交易規定標準下之規定。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唐先生為太陽娛樂控股有限公司之唯一擁有人及董事，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包括太陽娛樂

文化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藝人及模特管理、娛樂、體育、出版以及電影及演唱會製作

及統籌。彼亦為太陽動力（香港）有限公司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及董事，該公司亦從事投資控股、

藝人及模特管理、娛樂、體育、出版以及電影及演唱會製作及統籌。彼亦為Sun Entertainment 

Concert Group Holdings Limited之主要股東及董事，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演唱會

投資、製作及統籌。彼亦為Sun Entertainment Film Group Holdings Limited之主要股東及董事，

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影投資及製作。唐先生亦為Sun Asia Group Limited其中一

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及董事，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於澳門從事媒體及娛樂相關投資及製

作。因此，彼被視為在與本集團於媒體及娛樂行業之新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業務中擁有權益（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1.04條予以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據董事所知，各董事、管理層股

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或權益，或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之間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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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可換股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之購股權持有情況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透

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實體之股份或可換股債券而獲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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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訂明的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

未符合A.2.1段之規定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期內，徐秉辰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當時認為有關架構不會削弱

董事會之權力及職權平衡。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及才幹之成員組成，並定期開會，以商討影響

本公司運作之事項。繼徐秉辰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辭任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行

政總裁、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監察主任及授權代表職務後，本公司由執行董事唐才

智先生作出決定，唐才智先生專注於評估潛在新業務及投資機會，並制定及實施業務策略以

提升本公司收入及增長潛力。因此，在未識別到合適的候選人之前，將不會委任新主席及行

政總裁。

除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即根據「主席與行政總裁」一節所披露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遵

守所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20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報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且制定具體的職權範圍，說明董事會授權的職

責及權限。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民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蕭喜臨先生及

丁傑麟先生組成，彼等合計具備會計及財務管理專長以及法律及營商經驗，足以履行職責，

且彼等之前並非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合夥人。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規定，審核委員會之

職權範圍亦已作修訂，其內容與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大致相同。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團的財務控制、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體制、審閱並監查

綜合財務報表之完整性並於年度、中期、季度綜合財務報表及報告遞交董事會前審核其內容，

考慮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並就此作出推薦意見。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

之外部核數師及管理人員舉行會議，以確保審核結果獲妥善處理，其亦獲授權諮詢獨立專業

意見（如需要），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

承董事會命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唐才智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唐才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偉民先生、蕭喜臨先生及丁傑

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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