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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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威 鋮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2）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緒言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有關中期業績已由
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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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收入 2 667,012 474,266

銷售成本 (551,346) (394,909)
  

毛利 115,666 79,357
其他收入－淨額 2,822 2,869
其他虧損－淨額 3 (4,454) (46)
銷售費用 (36,122) (29,692)
一般及管理費用 (46,556) (37,493)

  

經營溢利 31,356 14,995
財務費用－淨額 4(a) (6,363) (6,21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955) (6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 23,038 8,146
所得稅開支 5 (7,520) (7,025)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5,518 1,121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7(a) 0.85 0.07
  

攤薄 7(b) 0.8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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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6,992 455,100
 土地使用權 18,323 18,57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5,166 15,884
 預付款及按金 8 17,464 9,772
 遞延所得稅資產 905 2,221

  

538,850 501,553
  

流動資產
 存貨 162,248 94,86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328,673 223,479
 應收關聯人士款項 7,006 16,380
 銀行存款 119,393 12,9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476 45,586

  

653,796 393,300
  

  

資產總值 1,192,646 894,853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5,146 84,996
 股份溢價 235,319 234,180
 儲備 98,949 80,7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19,414 399,89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67,862 85,399
 遞延所得稅負債 531 567

  

68,393 8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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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432,803 234,693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2,345 703
 借款 260,882 164,785
 應付稅項 8,809 8,814

  

704,839 408,995
  

  

負債總額 773,232 494,96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92,646 894,85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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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財政年結日為七月三十一日。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從而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資產及負債、收
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存在差異。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應用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中所應用者相同。

變更呈列貨幣

本集團已將其呈列貨幣由港元（「港元」）變更為人民幣（「人民幣」），用以呈列其截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經考慮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多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開展，且本公司所有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乃以人
民幣計值，董事認為經採用該項變動將可於財務報表內更為妥當地呈列本集團的交易。

呈列貨幣的變更已追溯應用。因此，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比較數字由港元換算為人民幣，方式為採
用接近實際匯率的適用平均匯率重列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之項目及按適用收市匯率重列簡
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之項目。

除下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運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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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用新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之影響

下列新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於本集團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須按規定執行。採納新
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 澄清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 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本） 共同安排－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b) 已頒佈及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生效且尚未被本集團提早採納之新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
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作出遞延稅項資產之確認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股份支付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間資產銷售或注入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的澄清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3)

(1) 於本集團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生效日期待定。

本集團將於初次應用期間應用該等新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集團正評估採納上文該等新準則及現有準
則之修訂之影響且尚無法說明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會受到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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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

本集團之業務按業務性質及地理位置劃分分部並進行管理。分部資料的列報與內部呈報予本集團大多數高級行
政管理人員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所用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已確認了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並無任何營運
分部合併以構成以下可報告分部。

塑膠注塑成型 ： 製造及銷售塑膠注塑成型產品及零件

裝配電子產品 ： 裝配及銷售電子產品，包括裝配電子產品所產生之加工費

模具設計及製模 ： 製造及銷售塑膠注塑模具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察各可報告分部應佔的業績、資
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一間聯營公司權益、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
包括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和由個別分部所產生之應付票據。

收入及支出參照可報告分部所產生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之
支出，以分配至該等可報告分部。

(a) 分部業績、資產與負債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表示方式乃「分部業績」。為得出「分部業績」，本集團的盈利情況進一步調整的項目沒
有具體歸因於個別分部，如總部或企業管理成本。

除獲得有關「分部業績」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收入（包括分部間銷售）、折舊、攤銷及減值虧
損及增加至分部於其經營活動中所動用之非流動分部資產之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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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供予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以供其於本期間內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
載列於下文。

塑膠注塑成型 裝配電子產品 模具設計及製模 綜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87,963 275,228 343,796 162,996 35,253 36,042 667,012 474,266

        

　可報告分部業績 33,458 25,519 29,640 13,352 8,036 7,210 71,134 46,081
        

　期內非流動
　　分部資產增加 16,816 74,785 9,543 5,533 2,161 186 28,520 80,504

        

於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562,412 529,952 237,687 116,560 78,763 66,451 878,862 712,963

        

 可報告分部負債 176,797 162,416 204,013 51,808 6,833 7,716 387,643 221,940
        

(b) 可報告分部之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營業額
可報告分部收入 667,012 474,266

  

綜合營業額 667,012 47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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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溢利 71,134 46,08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955) (636)

財務費用－淨額（附註 4(a)） (6,363) (6,213)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3,353) (3,496)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36,425) (27,5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038 8,146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878,862 712,96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5,166 15,884

遞延所得稅資產 905 2,221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287,713 163,785
  

綜合總資產 1,192,646 894,853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87,643 221,94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31 567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385,058 272,454
  

綜合總負債 773,232 49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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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地理位置劃分之收入

按下列地理位置分析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中國大陸 474,009 277,753

美國 92,554 96,246

歐洲 86,793 74,084

香港 10,596 17,005

東南亞 2,432 8,703

其他 628 475
  

667,012 474,266
  

3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826) 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628) 357

遠期外匯合約之虧損淨額 – (452)
  

(4,45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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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a) 財務費用－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53) (212)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借款利息 5,813 5,214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借款成本 (215) (14)

其他財務支出 1,018 1,225
  

6,616 6,425
  

  

財務費用－淨額 6,363 6,213
  

(b) 其他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銷售成本 551,346 394,909

土地使用權攤銷 253 2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808 24,766

有關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廠房及宿舍租金 4,317 4,323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58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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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本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983 6,721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與轉回 1,537 304

  

7,520 7,025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計提
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惟兩間附屬公司除外，其於獲得寬免之後首三個
年度獲全數豁免企業所得稅，之後三年獲免稅50%及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獲授
優惠稅率 15%，其後其適用稅率將分別恢復至 25%。

根據相關企業所得稅規則及法規，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溢利宣派之股
息須繳納預扣稅。

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得稅。

6 股息

(i) 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中期股息

本公司不建議於報告期末後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股息。

(ii) 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之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報告期末後批准或派付上一財政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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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 15,518,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1,121,000元）及於本
期間及過往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15,518 1,1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834,746 1,689,69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0.85 0.07
  

(b)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對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轉換所有本公司未行使購股權。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15,518 1,12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834,746 1,689,698

購股權調整（千股） 11,061 22,915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845,807 1,712,613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0.8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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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96,344 148,441

應收票據 63,199 51,9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259,543 200,351

減：減值撥備 (745) (5,25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258,798 195,100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121,339 72,151

減：減值撥備 (34,000) (34,000)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淨額（附註） 87,339 38,151
  

346,137 233,251

減：預付款及按金（非即期） (17,464) (9,772)
  

總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即期） 328,673 223,479
  

附註：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包括有關與一名第三方賣方（「賣方」）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訂立的有條件收購協
議（經補充）（「協議」）之按金人民幣 34,000,000元（「按金」），以按代價人民幣 44,000,000元自賣方收購一間參與
中國內蒙古太陽能項目之公司的20%股權，惟須達成協議當中所載若干條件。此外，根據協議，完成收購20%股
權之後，本集團將獲授選擇權於三個月可行使期內全權酌情收購目標公司餘下80%股權。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
日，由於協議所載若干條件尚未獲達成，協議失效。本集團就全額退還按金人民幣34,000,000元已與賣方進行磋
商。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賣方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議」），據此，賣方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三十日前償還該項按金及其按每年 5%計算的利息。截至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日期，按金尚未退還予本集團。
鑒於協議及和解協議已失效，及賣方並無就退還按金向本集團提供抵押品或擔保，已就該項按金全額作出減值
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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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逾期付款期間對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250,334 187,615
  

逾期：
 少於一個月 6,478 2,906
 一至三個月 1,550 1,958
 三個月以上 1,181 7,872

  

9,209 12,736
  

  

259,543 200,351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限一般為 30日至 120日。

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客戶抵押品。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278,067 154,926
應付票據 9,011 7,2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87,078 162,13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 15,703 14,92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30,022 57,63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432,803 234,693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一個月 91,089 49,620
一至三個月 145,637 72,750
三個月以上 50,352 39,767

  

287,078 16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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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營業績

概覽

期內，由於本集團以其着重於具有更高增值的產品及銷售其新原設計產品（「原設計產品」）之戰
略，因此本集團錄得較高之收入、毛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財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為人民幣 667,01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人民幣 474,270,000元顯著增加
人民幣192,740,000元或40.64%。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由二零一六年同期
之人民幣 79,36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 115,670,000元。毛利率由 16.73%改善至 17.34%。

本集團經營開支（包括銷售及一般及管理費用）由人民幣 67,18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 82,680,000

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5,500,000元。本集團錄得溢利人民幣 15,520,000元，而二零
一六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1,120,000元。

塑膠注塑成型業務

本集團於該分部錄得人民幣 287,960,000元之收入，而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人民幣 275,230,000

元，增加人民幣 12,730,000元或 4.63%。

裝配電子產品業務

該分部錄得人民幣 343,800,000元之收入，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人民幣 163,000,000元顯著增加人
民幣 180,800,000元或 110.92%。該分部營業額之顯著增加主要由於客戶對本集團一種原設計產品
的採購訂單數量大幅增加所致。

模具設計及製模業務

模具設計及製模分部錄得人民幣35,250,000元之收入，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人民幣36,040,000

元，輕微減少人民幣 790,000元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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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費用

銷售費用為人民幣36,120,000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之同期錄得人民幣29,690,000

元，增加人民幣 6,430,000元或 21.66%。增加與期內本集團收入之增加一致。

一般及管理費用

期內之一般及管理費用為人民幣 46,560,000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人民幣 37,490,000元，
增加人民幣 9,070,000元或 24.19%。該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人民幣
2,320,000元及研發費用人民幣 3,170,000元所致。

其他虧損－淨額

期內，本集團錄得其他虧損淨額人民幣 4,450,000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錄得虧損淨額為人民幣
50,000元（主要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之虧損淨額人民幣 630,000元及匯兌虧損淨額人民
幣 3,820,000元）。

財務費用－淨額

期內之財務費用淨額由二零一六年同期之人民幣6,210,000元增加2.42%或人民幣150,000元至人民
幣 6,360,000元。輕微增加主要由於期內較高的計息借款所致。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本集團錄得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人民幣 1,96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640,000元），僅歸因
於越南聯營公司產生之虧損。

未來展望

本集團將持續專注改善其生產效率及生產力，例如應用先進的自動化機器，以及重新調整其生產
線以改善其盈利能力。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研發及增加其原設計產品線以及客戶群，預期
將為本集團表現帶來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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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運作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期內，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之經營現
金流及銀行借款，為其業務運作及投資活動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
現金及銀行存款人民幣 155,870,000元（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8,570,000元），其中人
民幣 110,370,000元（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990,000元）乃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
集團之銀行信貸之擔保。現金及銀行存款中分別20.28%以美元（「美元」）計值，79.44%以人民幣計
值，以及 0.26%以港元計值。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之計息銀行借款為人民幣 328,740,000元（二零一六
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0,190,000元）。借款總額中57.35%以美元計值、36.14%以人民幣計值
及 6.51%以港元計值，償還期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償還期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60.88 79.36 164.79 65.87
一年後但兩年內 41.28   12.56 39.84 15.92
兩年後但五年內 26.58 8.08 45.56 18.21

    

借款總額 328.74  100.00 250.19 1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55.87) (58.57)
  

借款淨額 172.87 191.6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人民幣 51,040,000元（二零一六年七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5,700,000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人
民幣 40,110,000元作營運資金用途。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能產生充足營運現金流，足以支持其營
運資金所需。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期末借款總額除以期末資產總值再乘100%計算。據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27.56%（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27.96%）。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取得貸款及貿易融資額度而作出抵押之若干資產賬面總值
為人民幣 337,960,000元（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48,6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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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附屬公司，以及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期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除本中期業績公佈所披露者外，於
本中期業績公佈日期，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任何具體計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除個別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之銷售、採購及借款。
產生風險之該等貨幣主要為美元。

期內，本集團產生匯兌虧損淨額人民幣 3,83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400,000元），主要由於
未變現及已變現匯兌虧損。

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交易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而本集團之若干付款以人民幣及美元支付。鑒於期
內人民幣兌美元之浮動，本集團主要就以美元計值之銀行借款承受外匯風險。

期內，本集團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而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
險，並確保其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 2,832名員工（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2,687名）。期
內，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期內，本集團之人力資源費用（不包括董事酬金及權益
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為人民幣 107,250,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84,450,000元）。人力資
源費用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員工數量增加及中國地方政府規定之最低工資增加導致支付的薪酬上
升所致。本集團每年更新薪酬福利並參照人力資源市場之現行市況及整體經濟前景作出適當之調
整。本集團之員工按其表現及經驗獲得獎勵。本集團意識到提高員工之專業知識、福利及待遇，
對支持本集團之未來發展吸納及挽留具素質之員工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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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其香港的員工採納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亦正
為其中國的員工向政府的強制性退休金計劃供款。

作為一間公開上市實體，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提供獎勵予有助於本集團之成功的合資
格董事及員工。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報告期後，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而須於本中期業績
公佈披露之其他重大事項。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業績，並認為有關報
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以及適用法律、守
則及規則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的披露。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除偏離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馬金龍先生及顏森炎先生分別為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除擔任本公司主席職責外，馬金
龍先生亦負責本集團之策略性規劃及監督本集團業務之各方面。由於其部分職責與董事總經理（實
際為本集團之行政總裁）之職責重疊，因此這種情況構成對守則條文第A.2.1條之偏離。馬金龍先
生作為本集團之創辦人，具有本集團核心業務之廣泛經驗及知識，而其監督本集團業務之職責明
顯對本集團大有裨益。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並不損害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權責平衡。日後，
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此項安排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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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0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證券買賣
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有關上市發行人的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期內，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未有遵守證券買賣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金龍

中國，澳門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所有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金龍先生 張代彪先生
顏森炎先生 陳薪州先生
顏秀貞女士 傅小楠女士
張沛雨先生
馬成偉先生 非執行董事：
 顏重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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