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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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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6）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84,502 873,401 - 10.2%   

毛利 499,587 576,735 - 1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05,145 111,546 - 5.7%   

每股基本盈利 0.08港元 0.09港元 - 11.1%   

每股中期股息 0.025港元 0.028港元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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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 2015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784,502 873,401
銷售成本 (21,752) (21,691)
酒店及博彩業務成本 (263,163) (274,975)  

毛利 499,587 576,735
其他收入 20,042 45,28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4,000) (10,600)
其他虧損 5 (29,632) (114,597)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00,910) (176,683)
行政費用 (118,881) (124,824)
財務費用 (7,217) (7,319)  

除稅前溢利 4及6 138,989 188,000
稅項 7 (18,027) (31,662)  

期間溢利 120,962 156,338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酒店物業之重估盈餘 30,500 –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酒店物業之重估盈餘之
遞延稅項 (3,660) –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6,840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47,802 156,338  

應佔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5,145 111,546
非控股權益 15,817 44,792  

120,962 156,338  

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1,249 111,546
非控股權益 26,553 44,792  

147,802 156,338  

每股盈利 9
基本 0.08港元 0.0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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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9月30日

於
2016年 2016年

9月30日 3月31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18,200 664,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73,192 1,374,257
預付租賃款項 483,405 491,405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4,831 5,752
商譽 110,960 110,960  

2,590,588 2,646,574  

流動資產
存貨，按成本計 14,152 13,0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293,455 297,706
預付租賃款項 15,131 15,1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328 655,718
短期銀行存款 – 39,0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706,280 2,851,246  

4,029,346 3,871,8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1 219,635 193,942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887 4,923
欠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款項 126,000 132,000
應付稅項 475,692 453,912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40,500 37,800  

865,714 822,577  

流動資產淨值 3,163,632 3,049,2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54,220 5,695,84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448,200 469,800
遞延稅項 102,569 102,662  

550,769 572,462  

5,203,451 5,123,3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0 130
儲備 3,496,428 3,442,9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96,558 3,443,041
非控股權益 1,706,893 1,680,340  

5,203,451 5,12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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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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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須按公平值計算。歷史
成本一般以換取貨品及服務之代價的公平值為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2016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式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賬目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2年至2014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善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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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場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405,462 470,431

貴賓廳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232,554 252,218

角子機廳博彩業務之服務收入 19,578 17,214

酒店客房收入 48,708 49,090

餐飲銷售 61,609 63,50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1,993 15,881

其他 4,598 5,067  

784,502 873,401  

4. 分類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被辨別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執行董事審
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便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博彩業務方面，執行董事定期分析來自中場、貴賓廳及角子機廳以服務收入計算之博彩收
入，而就上述分析之經營業績或個別財務資料並無呈報予執行董事。執行董事乃整體審視
博彩業務之收入及經營業績。彼等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辨別經營及可呈報分類為博
彩業務及酒店業務。

向外部呈報之分類資料乃按本集團營運分部所提供服務之類別為基準進行分析，與主要經
營決策人定期審閱，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內部資料之基準相一致。此亦為本集團之
組織基準，管理層藉以選擇按本集團提供之不同服務組織本集團。有關經營及可呈報分類
之主要活動如下：

博彩業務 － 於澳門英皇娛樂酒店賭場之中場、貴賓廳及角子機廳之業務以及提
供博彩相關之市場推廣及公關服務

酒店業務 － 於澳門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之酒店業務（包括該等酒店之投
資物業之物業投資收入）

執行董事按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企業層面的匯兌虧損、中央行政費用、投資物業公
平值變動以及預付租賃款項之減值虧損前之經調整盈利（「經調整EBITDA」）來評估個別經營
及可呈報分類之表現。

分類間收入按雙方經協商後之價格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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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有關上述分類之資料呈報如下：

分類收入及業績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

博彩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收入 657,594 126,908 784,502 – 784,502
分類間收入 – 1,411 1,411 (1,411) –     

總計 657,594 128,319 785,913 (1,411) 784,502     

基於經調整EBITDA之分類業績 229,639 50,448 280,087 280,087   

銀行利息收入 18,26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64,973)
企業層面的匯兌虧損 (16,632)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7,56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4,000)
財務費用 (7,217)
未分配企業支出 (38,980) 

除稅前溢利 138,989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

博彩業務 酒店業務 總計 對銷 綜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收入 739,863 133,538 873,401 – 873,401
分類間收入 – 1,411 1,411 (1,411) –     

總計 739,863 134,949 874,812 (1,411) 873,401     

基於經調整EBITDA之分類業績 339,933 61,625 401,558 401,558   

銀行利息收入 42,98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5,972)
企業層面的匯兌虧損 (73,398)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8,29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600)
預付租賃款項之減值虧損 (41,199)
財務費用 (7,319)
未分配企業支出 (39,762) 

除稅前溢利 188,000 

由於本集團並無定期提交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劃分之資產與負債予執行董事審閱，故並無
披露有關分析。

除上文披露之分類資料外，於兩個期間內，概無其他資料供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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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 16,632 73,398

挪用資金產生之虧損（附註） 13,000 –

預付租賃款項之減值虧損 – 41,199  

29,632 114,597  

附註： 本集團獲悉，本公司一間澳門附屬公司之一名高級賭場出納員挪用本集團若干籌
碼（「挪用資金」）。該事件已向澳門司法警察局報告，且該名高級賭場出納員已被逮
捕以接受刑事調查。截至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止，刑事調查仍在進行
中而審判尚未進行。

本集團內部審計部門已對籌碼進行徹底的實物盤點以確定所挪用資金金額，最終
確定挪用資金所產生之虧損為13,000,000港元，並已於本期間綜合損益表內扣除。
附註10「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下之籌碼亦已向下調整相同金額以反映本期間之該
虧損。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博彩業務之佣金費用（計入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內） 166,220 144,59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64,973 75,97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0 76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7,565 8,290

及已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18,629 4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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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澳門所得補充稅
－即期稅項 21,780 34,172

遞延稅項 (3,753) (2,510)  

18,027 31,662  

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適用稅率12%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於過往年度的承前稅項虧損中悉數扣減，因此，於兩個
期間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8. 股息
每股 0.052港元之股息合共約 67,732,000港元，已於本期間內向本公司股東派付，作為 2015

年╱2016年末期股息。每股0.06港元之股息合共約78,153,000港元，已於2015年同期向本公司
股東派付，作為2014年╱2015年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中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2015年╱2016年：
每股0.028港元），合共約32,564,000港元（2015年╱2016年：36,471,000港元）。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05,145 111,546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02,545,983 1,302,545,983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概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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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於
2016年

9月30日
2016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 187,471 154,241

扣除：呆賬撥備 (31,369) (32,399)  

156,102 121,842

籌碼（附註5） 121,225 148,033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16,128 27,831  

293,445 297,706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長達 60日之信貸期，惟若干具有長期關係及穩定還款模式的信
譽良好客戶，彼等之信貸期可獲延長至一段較長期間。以下為本集團於呈報期末按授出信
貸日期或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

於
2016年

9月30日
2016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27,172 90,874

31至60日 2,364 16,088

61至90日 2,595 –

91至180日 6,344 1,980

180日以上 17,627 12,900  

156,102 121,842  

籌碼由澳門博彩承批公司發行，並可轉換為對等現金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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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於
2016年

9月30日
2016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 20,771 17,854

來自博彩客戶之存碼及存款 30,845 20,458

應付工程款項及應計費用 14,895 15,08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88,932 94,053

應計員工成本 46,192 28,491

短期墊款 18,000 18,000  

219,635 193,942  

以下為本集團於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

於
2016年

9月30日
2016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109 8,726

31至60日 10,399 8,404

61至90日 1,028 643

91至180日 91 80

180日以上 144 1  

20,771 1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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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本集團主要在澳門從事提供娛樂及酒店服務。

市場回顧
在中國經濟放緩以及更嚴格的監管環境下，澳門博彩市場持續低迷。於本期間，
澳門博彩收益按年下降4.1%至107,085,000,000澳門元。儘管市場對博彩活動之意欲
依然冷卻，博彩收益於2016年8月錄得按年上升1.1%，扭轉了連續26個月的縮減局
勢，預示著全球最大博彩中心有潛在復甦的跡象。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本集團之表現因澳門博彩市場挑戰重重的環境而受影響。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收
入難免減少10.2%至784,500,000港元 (2015年：873,400,000港元）。本集團扣除非控股
權益後之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為180,000,000港元（2015年：
274,1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匯兌虧損及酒店物業估值下跌所帶來之影響
均大幅度收窄。因此，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溢利僅減少5.7%至105,100,000

港元（2015年：111,500,000 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08港元（2015年：0.09港元）。董
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2015年：0.028港元）。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本期間資本架構概無變動。受惠於持續及穩定的現金流入，本集團得以繼續保
持充裕的現金狀況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以業務營運內部所得的現金應付其
業務所需資金及資本開支。

截至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短期銀行存款及已抵押銀行存
款合共為3,706,600,000港元（2016年3月31日：3,546,0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及澳
門元計算。

儘管本集團於本期間因人民幣貶值而錄得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匯兌虧損10,800,000

港元，然而該匯兌虧損之影響已全部被扣除非控股權益後之銀行利息收入
11,600,000港元所抵銷。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匯率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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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9月30日，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資 產 及 流 動 負 債 分 別 為4,029,300,000港 元 及
865,700,000港元（2016年3月31日：3,871,800,000港元及822,600,000港元）。來自本公司
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之墊款為126,000,000港元（2016年3月31日：132,000,000

港元），以港元計值，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非控股權益決定及該附屬公司具備盈
餘資金時始償還。銀行借貸達488,700,000港元（2016年3月31日：507,600,000港元），
以港元計值，為有抵押、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及有固定還款期。於本期間，本集
團已償還部分來自非控股權益之墊款及銀行借貸合共24,900,000港元。因此，於
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之權益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之百分比）下降
至11.8%（2016年3月31日：12.5%）。

資產抵押
於2016年9月30日，賬面值約為 2,300,000,000港元（2016年3月31日：3,000,000,000港
元）之資產已抵押予數間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總額約588,700,000港元（2016年3月
31日：1,200,000,000港元）銀行信貸之抵押。此外，本集團抵押 300,000港元（2016年
3月31日：300,000港元）銀行存款予一間銀行，作為一名第三方提供予本集團使用
船票售賣機之抵押。

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在澳門經營兩間酒店，即英皇娛樂酒店（「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
酒店（「澳門盛世酒店」）。

本集團之旗艦項目－英皇娛樂酒店座落於澳門半島，樓高 26層，總樓面面積約
655,000平方呎，設有307間客房，乃屢獲殊榮的娛樂酒店。該酒店設有六個博彩樓
層，面積超過 130,000平方呎，提供角子機以及設於博彩廳及貴賓廳之博彩桌。本
集團竭誠為賓客提供無與倫比的娛樂及酒店體驗，並貫徹提供最優質服務，從而
達到高水平的客戶滿意度及忠誠度。

澳門盛世酒店座落於澳門氹仔島中心，為一座樓高 17層的酒店，總樓面面積約
209,000平方呎，設有287間客房。澳門盛世酒店創造迎合休閒及商務旅客生活品
味的舒適體驗。透過將業務覆蓋範圍從澳門半島擴大至氹仔，澳門盛世酒店使本
集團得以全面捕捉澳門酒店市場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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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收入
本集團設於英皇娛樂酒店之娛樂場，是透過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博彩牌
照而經營業務。鑒於本期間博彩市場氣氛持續疲軟，本集團博彩業務收入溫和減
少至657,600,000港元（2015年：739,9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83.8%。

博彩廳
博彩廳之博彩收益總額下跌至726,300,000港元（2015年：844,400,000港元）。博彩廳
之收入為405,400,000港元（2015年：470,5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51.7%。博
彩廳設有67張博彩桌（2015年：67張）。平均每桌每天博彩收益為59,000港元（2015

年：69,000港元）。

貴賓廳
本集團自行管理一間貴賓廳，設有10張博彩桌（2015年：10張博彩桌），轉碼額增
加至13,200,000,000港元（2015年：10,200,000,000港元）。貴賓廳之收入為 232,600,000

港元（2015年：252,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 29.6%。平均每桌每天博彩收
益為224,000港元（2015年：243,000港元）。

角子機
該分部錄得博彩收益總額 41,200,000港元（2015年：38,800,000港元），共提供 196

個角子機座位（2015年：196個角子機座位）。分部收入為19,600,000港元（2015年：
17,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2.5%。平均每座位每天博彩收益為1,209港元
（2015年：1,100港元）。

酒店收入
本集團之酒店收入來自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之酒店服務收入。酒店收入
為126,900,000港元（2015年：133,500,000港元），佔總收入之16.2%。

於2016年9月30日，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分別提供307間及287間客房。於
本期間，英皇娛樂酒店及澳門盛世酒店之客房平均房租分別為每晚800港元（2015

年：每晚1,044港元）及每晚383港元（2015年：每晚496港元），而入住率則分別為
92%（2015年：86%）及95%（2015年：90%）。總客房收入為 48,700,000港元（2015年：
49,100,000港元），總餐飲收入為61,600,000港元（2015年：63,500,000港元），而租金及
其他收入合計則為16,600,000港元（2015年：20,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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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正如澳門政府在五年發展規劃中所述，澳門正透過引入更多的休閒活動及非博彩
元素，致力重塑成為世界旅遊及休閒中心。即將落成的大型規模之旅遊項目，加
上基建持續改善，預期將帶動新一輪的遊客熱潮，使澳門邁進新的發展階段。憑
藉其穩健的根基及作為領先的全球博彩及娛樂勝地的長期穩固地位，本集團對澳
門的長遠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

澳門博彩業仍將受中國經濟降溫、監管問題及全球貨幣體制的不明朗因素等阻力
所影響。儘管市況充滿挑戰，但澳門的博彩收益自2016年下半年起已出現觸底回
升跡象。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優化博彩組合、推高博彩桌使用率及提升經營效率以
推動業務精益求精，從而加強其競爭優勢，以全面捕捉這迷人城市的潛力。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6年9月30日，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為 1,191人（2016年3月31日：1,234人）。本期
間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償付予其他員工之成本）為218,900,000港元（2015

年：218,600,000港元）。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個別人士之責任、才幹及技能、經驗及
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水平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退休福利及其他具
競爭力的額外福利。

為鼓勵或嘉獎員工，本公司已採納了購股權計劃，其有關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中期
報告之「購股權」一節。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中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中期股息」）
（2015年╱2016年：每股0.028港元），共約32,564,000港元（2015年╱2016年：36,471,000

港元）。中期股息將於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派付予於 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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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至2016年12

月9日（星期五）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6

年12月7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秘書商務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或
審閱，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
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行訂立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英皇娛樂酒店證券守
則」），其條款不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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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標準。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
等於本期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英皇娛樂酒店證券守則所載之規定買賣準則。

可能擁有本集團未公佈的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亦須遵守本公司之書面指引，
其內容與標準守則一致。於本期間內概無發現任何相關僱員違反指引。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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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emp296.com)刊發。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上載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主席
陸小曼

香港，2016年11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

非執行董事： 陸小曼女士

執行董事：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擎天先生
關倩鸞女士
黎家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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