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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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OUYU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優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68）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增加約 18.9%至人民幣 982.3百萬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增加約 65.3%至人民幣 219.8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186元

‧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及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優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方建議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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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982,304 826,292

銷售成本 (704,327) (568,283)
  

毛利 277,977 258,009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26,650 (23,05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45,000 33,0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969) (5,081)

行政開支 (39,519) (41,960)

融資成本 (30,840) (34,137)

其他開支 (20,009) (13,384)
  

除稅前溢利 254,290 173,388

所得稅開支 5 (34,534) (40,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219,756 132,954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每股盈利－基本 8 0.186 0.112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77,472 2,296,248

預付租賃款項 321,357 325,50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9 672,000 627,000

衍生金融資產 6,859 7,96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227,239 110,143

收購預付租賃款項已付按金 39,855 39,855
  

3,544,782 3,406,719
  

流動資產

存貨 167,632 74,66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842,607 740,072

預付租賃款項 8,229 8,2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5,835 465,179
  

1,214,303 1,288,14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18,034 248,629

應付所得稅 20,041 19,231

銀行借款 504,630 519,631
  

842,705 787,491
  

流動資產淨額 371,598 500,65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16,380 3,907,370
  



– 4 –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957,354 1,161,467

遞延稅項 24,500 24,500
  

981,854 1,185,967
  

資產淨額 2,934,526 2,721,40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1,839 102,501

儲備 2,832,687 2,618,902
  

權益總額 2,934,526 2,72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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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

本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有關其經營業務且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

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披露者外，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呈列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各自的

公平值相若。

公平值是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收取或轉讓負債須支付的價格。以

下公平值計量披露乃採用將用於計量公平值的估值方法輸入數據劃分為三級的公平值層級作

出：

第一級輸入數據： 本集團於計量日期可以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

調整）。

第二級輸入數據： 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的輸入數據（第一級內包括的報價除

外）。

第三級輸入數據： 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本集團的政策為於事件或情況變動導致轉撥當日確認任何三個等級之轉入及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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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衍生金融資產根據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的外幣遠期合約達人民
幣 6,859,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969,000元）。該等外幣遠期合約按第
二級公平值計量以公平值計量。公平值計量所用估值技巧為貼現現金流量，而輸入數據為外匯
匯率、合約遠期率及貼現率。

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行政總裁（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主要基於所交
付的產品種類。該等產品種類亦是本集團的組織基準。在設定本集團的呈報分部時，主要營運
決策者並無將所識別的經營分部合併。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劃分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 薄頁包裝紙－製造及銷售薄頁包裝紙；

‧ 複印紙－製造及銷售複印紙；

‧ 壁紙原紙－製造及銷售壁紙原紙；及

‧ 其他產品－製造及銷售擦手紙、白卡紙及紗管紙。

下表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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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薄頁包裝紙 725,221 625,700 222,837 210,121

複印紙 97,441 74,152 29,120 23,222

壁紙原紙 69,157 54,519 14,932 14,530

其他產品 90,485 71,921 11,088 10,136
    

982,304 826,292 277,977 258,009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26,650 (23,05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45,000 33,0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969) (5,081)

行政開支 (39,519) (41,960)

融資成本 (30,840) (34,137)

其他開支 (20,009) (13,384)
  

除稅前溢利 254,290 17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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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呈報的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分別指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及毛利。該等期間均無分部間銷售。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期內扣除 34,534 40,434

  

期內所得稅開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境內集團實
體應課稅收入的現行稅率計算。

泉州華祥紙業有限公司、福建希源紙業有限公司（「希源」）及福建省晉江優蘭發紙業有限公司
（「優蘭發」）為於中國註冊的外資企業，於兩個期間須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法定企業所得稅。

希源於二零一六年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明，並於二零一六年獲准可於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
三個年度期間有權享有 15%的優惠稅率，惟須每年通過相關稅務機關的審查。

優蘭發於二零一五年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明，並於二零一五年獲准可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
年三個年度期間有權享有 15%的優惠稅率，惟須每年通過相關稅務機關的審查。

於本期間內，希源及優蘭發均已採用 15%的優惠稅率。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4,147 4,1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9,584 52,369
  

折舊及攤銷開支總額 63,731 56,515

  
銀行利息收入 (812) (1,338)

註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9 －
研發成本（計入其他開支） 20,009 13,38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04,327 568,283

外滙（收益）虧損淨額 (26,818) 25,478

衍生金融資產未實現公平值虧損 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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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219,756 132,95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78,917,564 1,186,236,339

  

因兩個期間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投資：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包括商譽 533,000 533,000

 分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入 139,000 94,000
  

672,000 6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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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聯營公司的詳情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主要營業

地點

已發行

繳足股本 所有權權益及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信榮企業

 有限公司

 （「信榮」）

英屬處女群島 中國 50,000股每股

 面值 1美元

 的普通股

41% 41% 在中國製造及

 分銷壁紙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貿易應收款項約人民幣 838,845,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 730,241,000元）。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 120天的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自的收益確認日期

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30天 226,559 197,312

31至 60天 212,879 190,996

61至 90天 213,546 193,832

91至 120天 185,861 148,101
  

838,845 7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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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59,393 175,641

收購廠房及設備的其他應付款項 12,571 22,883

其他應付稅項 27,681 28,89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 18,389 21,209
  

318,034 248,62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主要指應計員工成本及公用設施費。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36,230 80,140

31至 90天 123,163 95,501
  

259,393 175,641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希源紙業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柯金珍女士及

Cathay Capital Holdings III. L.P.訂立股份購買協議，以分別收購信榮集團的 39.0%及 20.0%股

權。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有關收購合共構成本公司的主要及關連交易。

有關收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於本公告日期，有

關收購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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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的造紙及紙製品業持續增加其產量水平以應付國家穩定增

長的需求。部分需求來自網上購物及電子商務日漸受歡迎且迅速增長，因而導致使

用紙張包裝貨品以交付予消費者的需求日趨增加，穩步帶動了對包裝用紙的需求。

此外，中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投資增長亦刺激了對壁紙產品的需求。

全國紙漿（用於製造紙張的原材料）進口蓬勃增長亦反映了國家造紙及紙製品業的興

旺發展。

於供應方面，全國持續推行國家經濟供給側改革，中國造紙業已進行整合。此外，

政府推行更為嚴厲的環保政策亦有助強行將落後且污染性的造紙產能淘汰出市場。

國家對造紙及紙製品的需求持續增加且超越了供應，創造了對國家造紙及紙製品產

業有利的環境。董事會相信，該行業的收益及溢利亦會持續穩定增長。

於壁紙業務的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希源紙業有限公司（「希源BVI」，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完成

收購信榮企業有限公司（「信榮」）的 41.0%股權。信榮及其附屬公司（連同信榮統稱

「信榮集團」）主要以自有品牌壁紙及OEM形式在中國從事壁紙的製造及分銷。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希源BVI與柯金珍女士及Cathay Capital Holdings III. 

L.P.訂立股份購買協議，以分別收購信榮集團的 39.0%及 20.0%股權。根據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有關收購合共構成本公司的主要及關連交易。

有關收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於本公

告日期，有關收購尚未完成。

有關收購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六

年八月十日、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七年

六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

二十五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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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信榮集團的總收益約為人民幣 442.1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54.2百萬元），純利約為人民幣

110.9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1.6百萬元）。於報

告期間，分佔信榮集團作為本集團聯營公司的溢利約人民幣 45.0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3.0百萬元）並已於報告期內計入本集團損益。

分部分析

薄頁包裝紙

薄頁包裝紙包括雙面拷貝紙、單面拷貝紙、食品薄頁包裝紙、半透明薄頁包裝紙及

彩色薄頁包裝紙。

薄頁包裝紙產生的總收益為人民幣 725.2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收益約

73.8%。

複印紙

複印紙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 97.4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收益約 9.9%。

壁紙原紙

於本報告期內，壁紙原紙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 69.2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

的收益約 7.1%。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包括擦手紙、白卡紙及紗管紙，於本報告期內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 90.5百

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收益約 9.2%。

地域分析

本集團全部收益均來自中國內地。華東和華南為本集團最大市場（按銷售發生地點

劃分），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收益逾 91%來自該兩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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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 37條生產線，設計年產能合共 418,000噸，

包括 225,000噸薄頁包裝紙、52,000噸複印紙、35,000噸壁紙原紙及 106,000噸其他

產品。

本集團亦配備 3條設計年產能合共 176,000噸的自有脫墨漿生產線供自用。

前景

受網上購物、電子商貿及房地產市場的強勁及持續增長所支撐，預期中國造紙及紙

製品業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增長勢頭將會延續至下半年度。

於供應方面，造紙業繼續受益於國家的持續供給方面改革及環保政策趨嚴，具有淘

汰落後或污染性產能的綜合效果。

董事會認為，由於淘汰落後或污染性產能， 造紙業持續整合將可導致供給側增長

減慢，造成產業缺位。因此，實力較強的造紙及紙製品公司已準備就緒以獲取更大

市場份額。市場集中度增加及供應增長減慢，加上持續穩定增長的需求，有助穩定

製成品價格維持合理水平。

為把握目前的機遇，本集團強調薄頁包裝紙業務的戰略重要性，並開發於二零一六

年二月完成部分收購信榮而產生的額外收入來源。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信

榮的餘下權益收購亦在進行中。（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上節「於壁紙業務的投

資」一段。）收購將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增添動力。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為人民幣 982.3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26.3百萬元增加約 18.9%。收益增加主要是由

於銷量增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33.0百萬元增加約 65.3%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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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幣 219.8百萬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增加是由於分佔本集

團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增加、本集團產品銷量上升及美元（「美元」）兌人民幣（「人民

幣」）貶值造成的匯兌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人民幣 0.186元，較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 0.112元有所增加。每股基本盈利以報

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219.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 133.0百萬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1,178,917,564股（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86,236,339股）計算。

毛利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58.0百萬元適度增至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78.0百萬元。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

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1.2%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 28.3%。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虧損

人民幣 23.1百萬元轉變為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收益人民幣 26.7

百萬元，主要由於美元兌人民幣貶值，導致以美元計值的銀行借款出現外匯收益淨

額增加所致。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本集團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3.0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5.0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1百萬

元減少約 2.2%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0百萬元，分別佔

報告期內本集團收益約 0.6%及 0.5%。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2.0百萬元減少約

5.8%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9.5百萬元，分別佔報告期內

本集團收益約 5.1%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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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4.1百萬元減少約

9.7%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0.8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

內平均銀行借款結餘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銀行貸款利率介乎 2.1%至 5.7%，而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 1.5%至 8.0%。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主要包括節能、減耗、環保系統及應用回收材料作為生產原材料的研發開

支。

稅項

稅項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0.4百萬元減少約 14.6%

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4.5百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分別為 23.3%及 1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 133.0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19.8百萬

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對收益比例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 16.1%增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2.4%。

存貨、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周轉期

本集團存貨主要包括原木漿及用作生產脫墨漿的廢紙原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存貨周轉期為約 31.1天（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27.9天）。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貿易應收款項的周轉期為 144.6天（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45.3天）。基於本集團對客戶的深入了解，本集團

預期其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質素不會有任何嚴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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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周轉期增至 55.9天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3.1天），屬於本集團供應商給予的 60天

信貸期內。

借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 1,462.0百萬元，其中人民

幣 504.6百萬元需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681.1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519.6百萬元需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 1,442.0百萬元，按浮動利率

計息（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70.2百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淨負債比率（以銀行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及現金

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佔股東權益的百分比計算）為 43.1%（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4.7%）。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總值人民幣 139.2百萬元的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37.9百萬

元），作為本集團獲授信貸融資的抵押品。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人民幣 167.0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34.6百萬元）建設生產設施及設備。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 1,600名員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約 1,500名員工），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薪酬約為人民幣 35.2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3.7百萬元）。本集團的薪酬

待遇基於個別僱員的經驗及資歷與整體市況釐定。花紅與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個人表

現掛鈎。本集團亦確保所有僱員可獲適當培訓及專業發展機會以滿足其事業發展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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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及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作為自身企業管治守

則。除守則條文A.6.7條的偏離外，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

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均衡

了解本公司股東（「股東」）意見。由於其他已事先安排的業務承諾，張道沛教授及陳

禮洪教授（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且張道沛教授及陳禮洪教授（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董事致力維持本公司更高的企業管治標準，以確保施行正式及透明的程序，保障及

最大化股東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

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的規定交易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宣佈董事已批准一項股份回購計劃，據此，本

公司將於公開市場購回股份，相關計劃立即生效，直至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舉

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授予董事會的現屆股份回購授權於應屆二零一七年股

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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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在公開市場購回總數 3,800,000股每

股面值 0.10港元的股份，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6,633,000元（包括交易成本），而所有

購回股份其後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註銷。期內已註銷股份的詳情載列如下：

回購月份

回購的

普通股數量 每股購買價 已付總代價

最高 最低（包括開支）

港元 港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352,000 1.83 1.78 563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3,319,000 2.01 1.90 5,779

二零一七年一月 3,800,000 1.99 1.85 6,633
  

7,471,000 12,975
  

董事相信回購股份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最佳利益及該回購股份將使本公司每股盈利

增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均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條文

及建議常規修訂其書面職權範圍且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採納。審核委員會的

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國偉先生、張道沛教授及陳

禮洪教授。周國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上述報表

符合適用會計準則、規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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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youyuan.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

站。

承董事會命

優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文托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柯文托先生、柯吉熊先生、曹旭先生及張國端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道沛教授、陳禮洪教授及周國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