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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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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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9）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六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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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及收入

銷售貨品 50,033 2,816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3,420 —

股息收入 5,337 —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收入 18,021 —

出售買賣證券之收益 10,029 —
  

86,840 2,816

銷貨成本 (45,700) (2,318)
  

41,140 498

其他收入 64 140

其他盈虧 4 649 (422,484)

出售及經銷費用 (181) (184)

一般及行政支出 (41,026) (15,559)
  

來自業務溢利（虧損） 646 (437,589)

財務費用 (7,545) (144)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27) —
  

稅前虧損 (7,326) (437,733)

所得稅支出 5 (412) (59)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6 (7,738) (437,79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50,322 (12,105)
  

本年度溢利（虧損） 42,584 (44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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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儲備變動淨額

    －於本年度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 (185,622)

    －轉至損益之金額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虧損 — 149,956

— (35,666)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312) (5,76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後解除匯兌儲備 (52,026) —
   

(53,338) (41,429)
   

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10,754) (491,326)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2,584 (449,897)

 非控股權益 — —
  

42,584 (449,897)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754) (491,326)

 非控股權益 — —
  

(10,754) (491,326)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73)港仙 (41.31)港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4.75港仙 (1.14)港仙

   

4.02港仙 (42.4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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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2 648
持至到期日投資 234,000 —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1,573 —
租賃按金 1,968 1,968

   
240,043 2,616

   
流動資產
存貨 12,790 305
應收貿易賬項 9 10,451 2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32,776 827
買賣證券 82,94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4,497 401,007
 －出售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 13,256

  
254,497 414,263

   
393,454 415,42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 28,305
   

393,454 443,7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0 3 —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1,364 12,815
應付稅項 442 —
借款 234,000 —

   
245,809 12,81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負債 — 34,949
  

245,809 47,764
   

流動資產淨值 147,645 395,965
   

資產淨值 387,688 398,5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598 10,598
儲備 377,229 387,98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387,827 398,581
非控股權益 (139) —

   
總權益 387,688 39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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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非供分派

儲備 特別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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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b）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0,598 217,190 59,343 24,737 3,142 35,666 539,231 889,907 — 889,907

二零一六年權益變動：

本年度虧損 — — — — — — (449,897) (449,897) — (449,89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支出 — — (5,763) — — (35,666) — (41,429) — (41,429)
         

全面支出總額 — — (5,763) — — (35,666) (449,897) (491,326) — (491,326)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0,598 217,190 53,580 24,737 3,142 — 89,334 398,581 — 398,581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0,598 217,190 53,580 24,737 3,142 — 89,334 398,581 — 398,581

二零一七年權益變動：

本年度溢利 — — — — — — 42,584 42,584 — 42,58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支出 — — (53,338) — — — — (53,338) — (53,338)

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53,338) — — — 42,584 (10,754) — (10,754)
          

與擁有人（以彼等之擁有人身份）

 進行之交易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後

 終止確認其他儲備 — — — (24,737) (3,142) — 27,879 — — —

因收購一間非重大附屬公司所產生之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139) (139)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0,598 217,190 242 — — — 159,797 387,827 (139) 387,688
          

附註：

(a) 非供分派儲備指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從除稅後溢

利中撥出之法定儲備。

(b)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集團重組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時產生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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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金鐘道 88號太古廣場一期 8樓 811

室。

本公司名稱已由「Dragonite International Limited」更改為「OC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並採納新中文名稱「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取代「叁龍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證券買賣與投資、提供財務諮詢服務及

葡萄酒買賣。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出售全資附屬公司Captain 

Wise Limited出售其於醫藥及保健業務營運之全部權益，而其經營業績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

務。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及本集團的呈列貨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此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產生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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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執行董事共同根據業務性質對本集團營運作出策略決定，故彼等為主要經營決策者。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之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a) 證券買賣及投資

(b) 葡萄酒買賣

(c) 財務諮詢服務

(d) 保健產品，主要為人參產品（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類
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 醫藥產品，主要為持牌藥物（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類
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f) 貸款（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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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呈報及經營分類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葡萄酒買賣 財務諮詢服務 小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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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50,033 — 50,033 133 25,391 25,524 75,557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 — 3,420 3,420 — — — 3,420

股息收入 5,337 — — 5,337 — — — 5,337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收入 18,021 — — 18,021 — — — 18,021

出售買賣證券之收益 10,029 — — 10,029 — — — 10,029
        

33,387 50,033 3,420 86,840 133 25,391 25,524 112,364
        

分類溢利（虧損） 23,387 1,875 1,155 26,417 (8,398) 1,355 (7,043) 19,374
     

其他收入 2 30 32

未分配公司及其他支出 (25,773) (2,372) (28,14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62,298 62,298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27) — (427)

財務費用 (7,545) (2,591) (10,136)
   

除稅前溢利（虧損） (7,326) 50,322 42,996

所得稅支出 (412) — (412)
   

年度溢利（虧損） (7,738) 50,322 4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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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葡萄酒買賣 小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貸款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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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2,816 2,816 308 19,560 — 19,868 22,684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 — — — 9,540 9,540 9,540
        

— 2,816 2,816 308 19,560 9,540 29,408 32,224
        

分類（虧損）溢利 (422,456) (778) (423,234) (21,942) 1,725 9,224 (10,993) (434,227)
     

其他收入 140 11 151

未分配公司及其他支出 (14,495) (1) (14,496)

財務費用 (144) (346) (490)
   

除稅前虧損 (437,733) (11,329) (449,062)

所得稅支出 (59) (776) (835)
   

年度虧損 (437,792) (12,105) (449,897)
   

分類收益包括銷售貨品所得款項、財務諮詢服務收入、股息收入、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收

入、出售買賣證券之收益及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產生之溢利╱虧損，惟並無計入若干其他收入及收益、財務費用及未

分配公司及其他支出。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資料，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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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盈虧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14) —

買賣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1,063 —

呆壞賬撥備 — (28)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透過出售附屬公司出售

   可供出售投資 — (104,934)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按成本入賬） — (167,566)

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入賬）：

 自股權重新分類

 －於透過出售附屬公司出售時 — (147,419)

 －於其他出售事項時 — (2,537)

— (149,956)
    

649 (422,484)

    

(5)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利得稅 122 59

中國企業所得稅 290 —
  

412 59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例及條例，本集團毋須繳納該兩處司法權區的任何所得稅。

本公司及其於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之法定所得稅稅率為 16.5%（二零一六年：16.5%）。中國企

業所得稅稅率為 25%（二零一六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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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開支

 董事酬金

  －袍金及其他酬金 3,203 3,734

 其他員工開支
  －薪金、津貼及花紅 12,130 2,86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5 95

15,638 6,698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45,700 2,318

買賣證券產生之直接成本 1,4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40 612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賃款項 6,256 1,727

法律及專業費用 11,309 3,020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溢利（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得出。

基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7,738) (437,792)

 －已終止經營業務 50,322 (12,105)
    

42,584 (449,89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9,749,920 1,059,74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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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就尚未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全部潛在攤薄普通股已

獲轉換而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9)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10,451 23,580

轉撥至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 (23,523)
  

10,451 57

減：呆賬撥備 — (28)
  

10,451 29

  

本集團容許其貿易客戶有平均 90至 120日之信貸期（二零一六年：60至 270日）。

截至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之貿易應收賬款（計入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8,824 29

61-90日 — —

91-180日 1,627 —
  

10,45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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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項

應付貿易賬項主要包括貿易採購之未償還金額。供應商就貿易採購所給予的一般信貸期為 30至

60日。

以下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 63

超過 1年 — 223

轉撥至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負債 — (28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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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總額約為 86.8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2.82百萬港

元）。營業額上升乃主要由於葡萄酒買賣銷量及投資業務所得收益有所增加所致。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綜合虧損淨額 7.7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虧損 437.79百萬港元）。虧損大幅減少乃主要由於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表現大有改

善，帶來經營溢利 23.39百萬港元。此外，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就非上市可供出

售投資錄得減值虧損及就出售從事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的附屬公司錄得虧損合共

422.46百萬港元，但於本年度則並無錄得有關虧損。

證券買賣及投資

本集團一直積極擴充旗下證券及投資業務。此分類下確認的股息收入、來自持至到

期日投資之收入及出售買賣證券之收益約為 33.3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零）。本

年度此業務分類應佔溢利約為 23.3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 422.46百萬港元）。

本集團一直專注於投資及買賣上市股本證券、固定收益產品、私募基金及涉及具有

強大相關業務基礎及╱或具前景公司的私募股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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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證券

上市股權投資策略方面，本集團專注於市場流動性高且被本集團視為市值低於估值

的發行人股份。本年度買賣上市股份所得的已變現收益約為 10.03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零），而本年度上市證券投資的公平值未變現變動為 1.06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零）。本年度上市證券投資所得的股息收入 5.3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零）。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組合由九間市值龐大的公司組成，包括中

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857）、中國移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941）、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99）、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1336）、敏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999）、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2727）、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23）、華潤醫藥集團有

限公司（股份代號：3320）及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886）。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份組合的市值約為 82.94百萬港元。

固定收益產品

收購Rundong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發行的 15百萬美元 10%有抵押及有擔保

優先票據及認購三胞（香港）有限公司發行的 15百萬美元 8%有抵押及有擔保優先票

據已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該等交易於認購協議內訂明的所有條件獲達成後已

告完成。因此，來自該等交易的利息收入、手續費收入、行政費收入及安排費收入

18.02百萬港元已於本集團本年度的財務報表內獲確認。

認購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發行的 10百萬美元 5%可換股票據及 10百萬美元 7%

有擔保票據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而該交易於

認購協議內訂明的所有條件獲達成後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七日完成。此外，參與

訂立總回報掉期（「總回報掉期」）協議的交易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舉行的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批准，且該交易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生效。兩項交易將於二零

一八年年度為本集團帶來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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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買賣

葡萄酒買賣的銷售表現於本年度有所改善，營業額約為 50.03百萬港元（二零一六

年：2.82百萬港元）。本年度，該業務分類應佔的溢利 1.88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虧損 0.78百萬港元），反映投放更多資源至此業務領域取得成效。

財務諮詢服務

鑑於中國金融業繁榮，本集團自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開始在中國提供業務諮詢及顧問

服務。此業務分類產生的營業額為 3.42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零），並錄得溢利

1.1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零）。

已終止經營業務

保健及醫藥產品

保健及醫藥產品分類的表現已計入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此分類的銷售表現仍然

疲弱，於本年度產生營業額 25.52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9.87百萬港元）。本年度

分類虧損約為 7.0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20.2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保健產品營

業額低所致。

誠如二零一六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Captain Wise Limited及其附

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從而出售其於生產及買賣醫藥及保健產品業務的全部權

益。本集團獲授予在二零一七年年底前全權酌情終止該出售事項的選擇權。於二零

一七年十一月，本集團決定不行使有關選擇權，並繼續進行Captain Wise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建議出售事項（「出售事項」）。於完成出售事項後，本集團本年度

就出售事項變現收益 62.30百萬港元。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不再從事保健及

醫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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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業務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來自放貸業務的收益及溢利，原因為其已於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出售旗下進行放貸業務的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

可供出售投資

本集團所有可供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已於二零一六年變現，而本集團於本年度並

無持有可供出售投資。

流動資金、財務分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來自主要股東之一Cheer Hope Holdings 

Limited的無抵押循環融資 100百萬美元，於每次提款後在年底到期，可透過書面

通知續期兩次，每次一年。本公司已提取 30百萬美元作營運用途。該借款以美元

計值，因此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此外，本集團獲一間本地銀行授予無抵押循環融資

300百萬美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自該項信貸融資提取款

項。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初，本集團從主要股東之一的附屬公司東方金融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獲授無抵押循環融資 100百萬美元，自提款起計一年內到期，可續期兩次。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 60.4%（二零一六年：2.8%），

乃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借款總額 234.0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1.16

百萬港元）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東資金 387.6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398.58百萬港元）計算。



– 18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 254.5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

年：414.2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約為 633.50百萬港

元（二零一六：446.35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 147.6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

年：395.97百萬港元）。由於本集團為其優質葡萄酒買賣業務儲備存貨，故存貨由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31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79百

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 1.6倍（二零一六年：9.3倍），乃

基於本年度的流動資產 393.4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43.73百萬港元）除以流動負

債 245.8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7.76百萬港元）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1,059,749,920股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

二零一八年前景及發展計劃

本公司於出售前景暗淡的業務後，來年將專注於固定收益投資、買賣葡萄酒以及發

展資產管理業務。

本公司已為其資產管理業務作好準備。本集團現正申請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

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所需牌照。本公司預期

於二零一八年提供一系列資產管理服務，此將成為我們的主要業務之一。

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就優質葡萄酒市場維持原有策略。於中國買賣大眾化市場級別的

葡萄酒業務而言，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透過其中國全資附屬公司獲得於中

國銷售葡萄酒的必要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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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之詳情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議決不予行使終止權並繼續進行Captain Wise 

Limited全部股權及股東貸款的出售事項，代價為 10百萬港元。股東特別大會已於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出售事項獲股東批准。自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後，保健及醫藥產品業務不再為本集團的其中一項業務活動。

股息

年內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無）。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

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僱有 5名僱員，並於香港僱有 18名僱

員。本集團與員工保持良好關係，從未發生因勞資糾紛而導致任何經營業務重大中

斷的情況。本集團為其香港僱員作出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提供醫療福利計

劃。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本集團亦為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保險、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及住房津貼。

本集團根據員工的工作表現及經驗釐定員工薪酬。董事會已指派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履行釐定董事服務合約、檢討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酬金以及發放本公司酌情花紅的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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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

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

管治守則（「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

度」），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惟下列事項除外：

1. 林聞深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

2. 馮海先生、李毅先生及肖青女士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十六日獲委任時，彼等並無就獲委任為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因

而構成偏離守則第D.1.4條。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本公司與彼等訂立服務合

約後已遵守有關規定。

3. 杜朋先生及鄭小粟女士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後，本公

司未能符合規則第 3.10A條的規定，該項規定訂明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佔董事會

三分之一成員。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於委任曹肇棆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後已符合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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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向董事作出查詢，各董事均確認於本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交

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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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年度的年度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鄭達袓先生、林聞深先生、黃偉誠先生及曹肇棆先生）組成。

刊發期末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oci-intl.com。

二 零 一 七 年 年 報 將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oci-intl.com，並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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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衷心感謝所有業務夥伴、管理層、員工及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

承董事會命

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

馮海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海先生（主席） 林聞深先生

李毅先生（首席執行官） 鄭達袓先生

肖青女士（首席運營官） 黃偉誠先生

陳美思女士 曹肇棆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杜朋先生

鄭小粟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