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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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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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概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增至約�,���,000,000港元。本公
司擁有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
�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六個月則約為��,���,000港元。

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1,282,735	 ��0,��0

銷售成本  (834,291	)	 (���,��� )    

毛利  448,444	 ���,�0�

其他收入 � 7,840	 ��,���
銷售及分銷成本  (66,004	) (��,�0� )
行政費用  (41,934	) (��,��� )
其他經營費用  (8,874	) (�,0�� )    

經營溢利  339,472	 ��0,�0�

融資成本  (48,466	) (��,��� )    

除稅前溢利 � 291,006	 �0�,��0

所得稅費用 � (71,775	) (��,0�0 )    

期間溢利  219,231	 ��0,��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60,884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80,1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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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06,464	 ��,���
 非控股權益  12,767	 ��,���    

  219,231	 ��0,��0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64,277	 ��,���
 非控股權益  15,838	 ��,���    

  280,115	 ���,0��    

每股盈利 �

基本
 －期間溢利  11.161港仙		 �.���港仙    

攤薄
 －期間溢利  11.156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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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9,515		 �,�0�,���
投資物業 	 7,299		 �,���
預付土地款 	 37,350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3,840  �,00�
可供出售投資  6,423	 �,���
商譽  330,083  ��0,0��
其他長期資產  452,713	 ���,���
遞延稅項資產  7,313	 �,0��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74,536		 �,���,���    

流動資產
存貨 	 389,451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253,838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72,17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1,204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68,586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40,324  ���,���
衍生金融工具  –	 �0,���
已抵押存款  872,78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5,146	 ��,���    

流動資產總值 	 2,963,510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230,139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693,352  ��0,��0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931,156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1,347  ��0,���
應付股東款項  163,403  ���,���
應付稅項  118,854  �0�,���    

流動負債總值 	 2,258,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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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總值  2,258,251  �,���,���    

流動資產淨值  705,259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79,795		 �,���,���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68,234	 ��,���
關連公司之貸款  220,755	 ���,���
一名股東之貸款  881	 ���
非金融機構之貸款  14,003	 ��,�0�
可換股票據  –	 �0,���
承兌票據  51,487	 ��,���
遞延稅項負債  43,549	 ��,���    

非流動負債總值  398,909	 ���,���    

資產淨值  3,580,886	 �,��0,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9,411		 ��,���
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份  –	 ��,���
匯兌調整  126,304	 ��,���
儲備  3,282,082	 �,���,���    

  3,427,797	 �,0��,��0

非控股權益  153,089	 ���,���    

權益總額  3,580,88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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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
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視乎情況適用而定。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
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之比較
  資料所獲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關連方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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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
刊發日期後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高度通貨膨脹及刪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
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於單一業務分類（即在中國進行煤炭加工、生產工業用焦炭及煤化工產品以及供應
電力）營運。因此，根據業務分類並無可呈報分類之其他披露。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之持續
經營業務外部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994,804	 ��0,��0
海外 287,931	 –    

 1,282,735	 ��0,��0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超過�0%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披露非
流動資產之其他地區資料。

業務之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0�,���,000港元）來自向一名單獨客戶之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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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售出貨品之開票淨額（扣減貿易折扣）、提供服務之價值
及銷售流動證券之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282,735	 ��0,��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匯兌收益 4,471	 �,���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60	 –
銀行利息收入 1	 �
補貼收入 3,263	 �,0��
政府獎勵 –	 �,���
其他 45	 ���    

 7,840	 ��,���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期間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792,744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9,291	 �0,���
折舊  48,907	 ��,���
預付土地款之攤銷  827	 �,0�0
可換股票據利息費用  1,310	 ��,���
承兌票據利息費用  1,90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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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有關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適用於附屬公司經營業務
所在地方之稅率計算。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須按法定稅率��%繳稅。

由於期間內本集團之香港業務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資料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期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於中國的稅項支出  71,775	 ��,0�0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中期－無（二零一零年：每股0.�港仙）：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港仙，合計��,0�0,000港元，已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支付予本公司股東。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之
利息（如適用）。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
本盈利時所使用者相同），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
為普通股而已按零代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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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206,464	 ��,���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  1,849,857	 �,���,���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未行使購股權  822	 �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50,679	 �,��0,���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46,613  ���,���
應收票據  36,121  ��,���
減值  (28,896	) (��,��� )    

  253,838  ���,���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主要客戶則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應收
賬款進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
閱。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分散之客戶有關及主要集中於鋼鐵製造
行業，故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之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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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31,547  ��,���
��至�0日  13,998  ���,��0
��至�0日  9,833		 �,���
��至���日  66,731		 �0,���
超過一年  24,504  �0,���    

  246,613		 ���,���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19,249	 ���,���
應付票據  110,890	 ���,���    

  230,139	 ���,���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5,802  ���,���
��至�0日  4,958  ��,���
��至�0日  6,629		 ���
��至���日  66,870		 ��,���
超過一年  24,990  ��,0��    

  119,249		 ���,���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0日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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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約���,000,000
港元增加至約�,���,000,000港元，按年增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中期期內溢利由二
零一零年同期約��,000,000港元急升���%至約�0�,000,000港元。除業務好轉外，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大幅上升乃源自於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權由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之�0.�%增加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港仙增加
至��.���港仙。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錄得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港元減少�%至�.���港元。

業務回顧

中國經濟逐步反彈並作為全球經濟從金融海嘯復甦之中堅力量。其中一個推動因素為大
力發展國內基礎設施，從而帶動對鋼鐵之需求。作為鋼鐵生產之主要材料，冶金焦炭之
需求亦隨之大幅上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之資料，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中國冶金焦炭之產量達��0百萬噸，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增長��.�%。中國煉焦行業協會預期冶金焦炭之產量將達至約��0百萬噸至��0百
萬噸之間，而二零一零年報告為���百萬噸。

受惠於市場對冶金焦炭之強勁需求，本公司售出焦炭���,000公噸，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大
幅增加��%。由於出口市場好轉，出口銷售額佔冶金焦炭總收入約��%，而二零一零年
同期則錄得出口銷售額為零。產能利用率約為�0%，此乃省級煉焦協會所倡導之產量利
用率範圍之高端水平。由於兩個回顧期內售價相對穩定，銷量增長帶動本集團之收益及
溢利大幅上升。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轉日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均為��日。該兩個期間之
數字相同，乃由於我們繼續加強本集團之正常信貸期。本集團管理層採用審慎之信貸政
策。倘還款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將會相應地調整。倘應收賬款
結餘成為呆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賬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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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公司配售�0,00�,000股股份並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0,000港
元，以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展望

於回顧期內，原煤成本上升以及來自鋼鐵廠提高冶金焦炭之售價之壓力，製造業毛利縮
減。此外，中國政府致力提高煤炭業之生產質素以降低污染並淘汰小型低效焦炭廠，山
西省煤炭業正醞釀另一整合階段。然而，本集團已準備就緒迎接挑戰並相信將在整合中
獲益。

首先，本集團收購山西臨縣泰業煤礦有限責任公司（「臨縣泰業」）之�0%股本權益之進展
良好，並將於近期完成。臨縣泰業擁有一個焦煤礦，其一般礦區面積約為�.�平方公里，
煤炭儲量須由估值師及技術顧問評估確認方可作實。煤礦之核准產量為每年�,�00,000公
噸。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山西呂梁離石
區擔炭溝煤業有限公司之�0%股本權益，該公司擁有估計煤炭儲量不少於��,���,000公
噸，核准產量為每年�00,000公噸。倘落實該等收購，將產生重大協同效益並為本集團帶
來成本利益。此外，透過一系列收購，本集團可保持業內之領先優勢並在將於未來數年
淘汰焦炭市場中質素較差之營運商之焦炭業整合計劃下一個階段中獲益。

本集團一直積極物色合適商機以擴大收入基礎及多元化發展其業務範疇。根據上述業務
策略，本集團與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國新能源」，一家大型國有企業，
並為山西省十大能源集團之一）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訂立合作協議，以透過合營企
業（「SNG合營企業」）投資合成天然氣生產項目（「合成天然氣項目」），投資總額為人民幣
��0,000,000元。SNG合營企業由國新能源及本集團分別擁有��%及��%權益。SNG合營
企業將興建焦爐煤氣合成天然氣之設施並應用西南化工研究設計院開發之專利技術，且
被列為政府扶持新煤炭型資源（清潔能源）項目。預計建設將為期��個月，而其產能可達
�0,000Nm�/h，於中國該類型生產之中將佔領先地位。於建成後，合成天然氣項目可年產
合成天然氣�億立方米，並可長期穩定、安全及滿負荷運行，且市場前景廣闊及經濟及社
會效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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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00港元），增加���,���,000港元。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之
銀行借貸之到期情況如下：���,���,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0,���,000港元須於第二年
償還、�,0��,000港元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及�,���,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以人民幣（「人民幣」）結算並以固定
利率計息，另有�%以港元（「港元」）結算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000港元，當中��%以人民幣結算及��%以港元結算。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之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
所承擔之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與國新能源成立SNG合營企業，而本集團擁有SNG合營企業之��%
權益。收購臨縣泰業�0%股權之進展良好，並將於近期完成。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五月
四日公佈之可能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溝煤業有限公司�0%股權將於完成收購臨縣泰
業後開始進行。詳情將會公佈。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0人（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本集團之表現以及員工個人表現，或會向合資格
僱員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有
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有�,���,0��份（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份）。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及一項賬面值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0港元）之物業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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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
率）約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及長
期銀行貸款、非金融機構貸款之非即期部份及應付相關人士貸款之非即期部份之總額，
減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可換股票據。根據
本公司之意向，吾等視可換股票據為權益而非負債以作更佳比較。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來自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然而，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
國，而收入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承擔人民幣之淨匯兌風險。考慮到港元兌人民幣
之匯率相對穩定，本集團相信其承擔之相應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狀況及其外匯風險情
況，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每股0.�
港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致力提升本集團內部之企業管治標準，以提高披露重要資料之透明度。董事會銳
意在可行及可能之情況下，執行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
列之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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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列之
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4.1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未就守則之守則條文A.�.�所規定之特定期限委任。然而，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席告退。

守則條文E.1.2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長」）因有其他要務須處理，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董事會代表（包括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席
大會，並於會上回答相關提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
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B(�)條，董事資料於二零一零年年報日期後之變動載列如下：

本公司執行董事吳子科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四月獲委任為Abterra集團（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之公司Abterra Ltd.及其附屬公司）之首席財務官。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成立並按嚴格程度不低於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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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柳宇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 
吳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 
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