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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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44）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先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55,865 375,276

銷售成本 (153,931) (160,11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2,368 28,455
證券買賣之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3,981 (8,325)
銷售及分銷支出 (211,138) (226,849)
一般及行政支出 (100,848) (102,597)
其他經營收入╱（支出）淨額 (5,207) 2,479
財務成本 4 (3,952) (3,320)

除稅前虧損 5 (92,862) (94,994)

所得稅開支 6 (18) (30)

本年度虧損 (92,880) (95,024)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0,497) (92,614)
 非控股權益 (2,383) (2,410)

(92,880) (95,02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經重列）

 基本 (0.22)港元 (0.27)港元

 攤薄 (0.22)港元 (0.2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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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92,880) (95,02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699 (1,210)
 註銷附屬公司時外匯波動儲備之變現值 9,678 (234)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淨額 10,377 (1,444)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
 定額福利計劃之精算收益 7,882 11,828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74,621) (84,640)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1,463) (83,257)
 非控股權益 (3,158) (1,383)

(74,621) (8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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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607 47,211
於聯營公司權益 – –
金融工具 26,326 26,326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0,236 32,309
退休金計劃資產 17,352 11,14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9,521 116,995

流動資產
存貨 69,287 76,178
再保險資產 14 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5,961 17,067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153,406 154,597
已抵押銀行結存 4,447 39,845
已抵押銀行存款 70,873 75,221
現金及銀行結存 36,078 30,962

流動資產總值 350,066 393,88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66,452 63,294
保險合約負債 1,221 1,227
按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3,951 31,615
附息銀行借貸 94,324 139,544
其他貸款 1,941 1,932
應付稅項 1 1

流動負債總值 197,890 237,613

流動資產淨值 152,176 156,2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1,697 27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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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55,819 61,887
附息銀行借貸 – 2,828
其他貸款 1,046 1,026

非流動負債總值 56,865 65,741

資產淨值 204,832 207,530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 377,236 287,180
儲備 (208,904) (137,441)

168,332 149,739

非控股權益 36,500 57,791

權益總額 204,832 20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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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先施有限公司是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禮頓
道77號禮頓中心24樓。於本財政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並無變化，主要包
括經營百貨、買賣證券以及提供一般保險業務及人壽保險業務。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之會計準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製。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
賬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此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調
整至最接近之千港元。
本份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就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
十八日止年度而言，有關資料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
須予披露之此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尚未由本公司之核數師作出報告，並將於
適當時候呈交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
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此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
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就報告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之方式促請
有關人士注意之任何事宜；亦不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之陳
述。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事項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列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的範疇

誠如下文所解釋，採納以上經修訂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該等修訂的性質及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要求實體作出披露，以使財務報表使用者可評估融資活動

所產生的負債變動，包括現金流量及非現金產生的變動。已在財務報表中披露融資
活動所產生負債的變動。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釐清實體於評估是否有應課稅溢利可用作抵扣可扣減
暫時差額時，需要考慮稅務法例是否對於可扣減暫時差額撥回時可用作抵扣的應課
稅溢利的來源有所限制。此外，該等修訂就實體應如何釐定未來應課稅溢利提供指
引，並解釋應課稅溢利可包括收回超過賬面值的部分資產的情況。由於本集團並無
任何可扣減暫時差額或該等修訂範圍內的資產，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
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第B10至B16段之披露規定除外）適用於實體於附屬公司、合營企業
或聯營公司的權益，部分或其於分類為持作出售或列於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
的合營企業或聯營公司的部分權益。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並無分
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
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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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經營分類

下表為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分類之收益、
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百貨業務 證券買賣 其他 抵銷 總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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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353,581 368,217 (1,468) 3,342 3,752 3,717 – – 355,865 375,276
 內部分類銷售 – – – – 30,631 29,018 (30,631) (29,018) – –
 其他收益 560 496 12,213 18,952 9,193 9,807 – – 21,966 29,255

總計 354,141 368,713 10,745 22,294 43,576 42,542 (30,631) (29,018) 377,831 404,531

分類業績 (85,646) (90,071) 4,479 3,562 (8,145) (4,365) – – (89,312) (90,874)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之收益╱
 （開支）淨額 402 (800)
財務成本 (3,952) (3,320)

除稅前虧損 (92,862) (94,994)
所得稅開支 (18) (30)

本年度虧損 (92,880) (95,024)

分類資產 141,023 155,449 172,059 173,785 65,738 64,640 (30,631) (29,018) 348,189 364,856
未分配之資產 111,398 146,028

資產總值 459,587 510,884

分類負債 181,505 176,952 312 301 9,245 12,747 (30,631) (29,018) 160,431 160,982
未分配之負債 94,324 142,372

負債總值 254,755 303,354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6,040 14,235 411 411 1,290 1,494 – – 7,741 16,140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減值 5,366 – – – – – – – 5,366 –
 資本開支 1,277 2,187 – – 264 – – – 1,541 2,1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收益 (97) – – – (88) (7,500) – – (185) (7,500)
 存貨撥備撥回 (6,387) – – – – – – – (6,387) –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
  （減值撥回） – – – – (9) 18 – – (9) 18
 壞賬撇銷 54 182 – – – – – – 54 182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 (9,021) (234) – – (9,021) (234)
 其他應付賬款之回撥 – – – – (59) (2,444) – – (59) (2,444)
 按金減值之回撥 – – – – – (2,500) – –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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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b) 地區資料

下表為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之資料。

香港 中國大陸 英國 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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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顧客 355,705 373,766 – 99 213 209 (53) 1,202 – – 355,865 375,276

非流動資產 64,838 78,501 1,005 1,019 – – – – – – 65,843 79,520

上述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位置編製，其中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按
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c)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由於並無本集團個人客戶所產
生之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之10%以上，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
呈列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4.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3,835 3,204
其他 117 116

3,952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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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成本 153,897 160,066
再保險人之股份比例及佣金，扣除未滿期保費變動淨額 34 47

銷售成本 153,931 160,113

折舊 7,741 16,140
核數師酬金 3,308 3,253
僱員福利支出（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工資及薪金 70,791 70,062
 退休金供款，包括定額福利計劃之退休金
  費用1,72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347,000港元） 4,339 4,887

75,130 74,949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減值撥回）* (9) 18
壞賬撇銷 54 182
存貨撥備撥回** (6,387) –
經營租約之租金付款：
 最低租金付款 149,176 153,152
 或然租金 2,668 2,942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5,36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85) (7,500)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9,021) (234)
證券買賣之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1,468 (3,342)
承銷溢利 (4) (5)
租金收入 (3,714) (3,664)
利息收入*** (1,588) (3,26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股息*** (10,983) (16,485)
外匯虧損淨額*** 39 1,762
其他應付賬款之回撥*** (59) (2,444)
按金減值之回撥Δ* – (2,500)

* 該等金額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經營收入╱（支出）淨額」內。

** 該金額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該等金額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內。

Δ 2,500,000港元的按金減值回撥自本集團去年於中國大陸一項投資的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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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兩個年度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其他地
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則根據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 –
即期－其他地區
 本年度開支 18 30

本年度稅項總開支 18 30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數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90,49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92,614,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02,568,777股（二零一七年：339,690,213股（經重
列））計算。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分別就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供股及為反映本公司附屬公司持有之
庫存股份數目260,443,200股（二零一七年：260,443,200股）作出調整。

由於該等年度內已發行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產生反攤薄影響，故此截至二
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就攤薄而言並未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
作出任何調整。

9.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60,111 58,360
四至六個月 5,657 3,887
七至十二個月 109 965
超過一年 575 82

66,452 6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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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並已繳足：
 918,892,800（二零一七年：574,308,000）股普通股 377,236 287,180

本公司股本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 574,308,000 287,180

發行股份 344,584,800 93,038
發行股份費用 – (2,982)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918,892,800 377,236

附註：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之招股章程，本公司擬按每五股現有股份獲發三股供股股份的基準進行供股，認
購價每股供股股份0.27港元（「供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已根據供股發行共
344,584,800股。供股的所得款項總額約為93,038,000港元。扣除相關開支約2,982,000港元
後，供股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0,0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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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息。

業績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總收益為356,000,000港元，較去年下降5%。於核心百貨業務方
面，我們的零售商店錄得之收益大幅減少4%。然而，在致力減低成本之策略及嚴
格監控存貨下，零售分類略有回穩。於我們的證券投資方面，在全球金融市場前
景未明的情況下，仍產生更佳的投資回報。總體而言，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
得相若業績。於本財政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90,000,000港元，較
去年減少2,000,000港元或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111,0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146,000,000港元），其中75,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15,000,000
港元）已抵押。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即債項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與去年相
比從95%減至56%。本年度綜合收益表內之利息開支為4,000,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附息銀行借貸為
94,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42,000,000港元），其中94,000,000港元（二零一
七年：140,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餘下結餘須於第二至第五年內償還。
銀行借貸以港元居多，年利率介乎2.2%至5.0%。流動比率為1.8（二零一七年：
1.7）。上述現金及銀行結存減少乃用於維持百貨的日常營運。

目前本集團就購買存貨運用了一項歐元外匯對沖政策，以用作對沖約一半由歐洲
購買的百貨業務轉售之存貨。除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外，本集團亦利用長期及短
期借貸為其於年內之業務融資。所有借貸均以證券投資、一處物業及銀行存款作
抵押。

僱員及薪金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共有303名僱員（二零一七年：377名僱員）
（包括兼職員工）。本集團為營業部及非營業部之員工提供多種酬金組合，以鼓勵
前線及後勤員工達致更高之銷售及經營效率。除基本薪金及按個人表現發放之酌
情花紅外，銷售人員另享有與銷售業績掛鉤之酬金，包括若干銷售佣金組合。本
集團提供之員工福利包括員工購股權、員工購物折扣、醫療及培訓補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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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百貨業務

根據政府統計處報告，香港整體零售額增加，反映出於良好的就業及收入情況以
及入境旅遊持續復甦下消費意欲旺盛。然而，於本集團而言，年內銷售表現不
佳，特別是上半年主要活動包括「盤點促銷」及「春夏季瘋狂大減價」表現不佳。
因此，管理團隊已立即採取措施導正，包括運用商品「單一價格」基礎以提供顧客
更大的吸引力，此亦有助加速去年秋冬季存貨的清貨。此外，受惠於第四季度的
寒冬，在高消費者需求下，外套及夾克等冬季商品銷售量提升，改善了下半年的
銷售表現。

於回顧年度內，多個專櫃因彼等改變業務策略而撤離。因此，我們透過物色更廣
泛的新品牌產品擴展自營商品品項，以彌補特許經營專櫃貢獻的減少，並為我們
的顧客帶來新鮮感。

本集團核心百貨業務收益為354,000,000港元，減幅為4%（二零一七年：
368,000,000港元）。

百貨業務全年產生虧損86,000,000港元，該虧損較去年減少4,000,000港元或5%。
鑒於經營環境艱難，管理層已減少其間接費用及後勤支援開支，同時維持相同或
更好的前線顧客服務。其他虧損減少乃因為自二零一六年中與業主重新協商而持
續降低租金、上述商店租賃物業裝修已完全折舊致使折舊減少及撥回存貨撥備
6,000,000港元所致。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店

銷售額及毛利率均較去年微幅下降。年內，西九龍中心賣場促銷活動數量減少，
特別在聖誕節及農曆新年期間，影響我們於該店舖的人流量。

荃灣荃新天地店

由於附近位於荃新天地一期及荃新天地二期之間的如心廣場於二零一七年底正在
進行翻修，且附近若干商店於年內關閉，故我們的人流量以及銷售額及毛利率均
受影響。

油塘大本型店

已有多個專櫃因彼等改變業務策略而撤離，進而影響我們的銷售額及毛利率。為
彌補該等專櫃撤離，我們已引進若干新的家居專櫃，並擴大我們自營產品的區
域，預期於建立該等新專櫃之顧客基礎後，表現將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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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 MK店

由於高昂的租金開支，旺角店仍為我們業績表現最差的商店。人流的減少影響銷
售額及利潤。於下半年，產品線的重振開始帶來業績，減低人流減少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管理層將持續監控業績。

中環李寶椿店

該店今年的表現不佳，此乃由於高價值產品（包括皮草製品及鱷魚皮手袋）於今年
需求減少所致，我們於該店舉辦了多次VIP活動從而增加曝光率。

Sincere CWB店

該店收益略有增加，但毛利率略為下降。附近商店關閉影響我們的人流量。我們
重新規劃店內若干部門的分佈，藉此向顧客銷售更多時尚服飾商品以彌補該影響。

證券買賣業務

證券買賣方面，全球市場表現良好。全球經濟同步擴張、盈利增長強勁、通膨率
持續走低、中央銀行政策，以及稅務及監管改革均支持著全球市場的增長。因
此，錄得分類溢利4,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000,000港元。

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及零售業逐漸復甦，管理層對我們今年的核心
百貨業務表現審慎樂觀。我們已精簡營運架構，並帶進一支年輕、精幹且專業的
管理團隊。物色具吸引力的新產品並提供更好的購物環境將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同時，由於擴大「單一價格」的定價策略受到正面迴響，我們將審閱我們的定價政
策，以令其更具吸引力。我們將提供顧客更為引人注目的商品展示，不僅旨在擴
大忠誠顧客的顧客基礎，更在於吸引新顧客到訪「先施」。我們深信，一旦新顧客
造訪我們的商店，他們將從我們優質多元的時尚服飾以及優質的服務獲得滿意體
驗。

在證券買賣方面，於包括美國加息週期、中美貿易戰爭的若干不確定因素下，全
球金融市場仍然波動。我們將維持保守的投資策略，致力於為來年創造更佳的投
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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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及表現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擁有公平值為153,000,000港元的持作買賣投
資（二零一七年：155,000,000港元）。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變現虧損1,000,000港
元（二零一七年：收益3,000,000港元）及公平值未變現收益4,000,000港元（二零一
七年：虧損8,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關十大投資詳情如
下：

名稱 投資性質

所持有股份
數目╱

單位數目╱
債券金額

本年度變現
收益╱
（虧損）

本年度
公平值變動
的未變現
收益╱
（虧損）

於
二零一八年

二月
二十八日
的公平值

佔總資產
的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05） 股權 208,000 – 3,224 16,224 3.53%
2. 1992 Multi-Strategy Fund Corporation 

CLI（前稱Highbridge Capital）
基金 48 – 631 12,745 2.77%

3. Fullerton Short Term Interest Rate 
Fund－D

基金 1,468,946 – 72 11,801 2.57%

4.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11） 股權 45,000 – 1,589 8,753 1.90%
5. Nordea 1 Stable Return USD HDG 

ACC HB
基金 43,912 – 137 8,744 1.90%

6. Value Partners Classic Fund CIC 基金 48,887 – 2,345 8,332 1.81%
7.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941） 股權 110,000 – (1,342) 8,074 1.76%
8. Invitation Homes Inc.（紐約證券交易

所：INVH）
股權 43,155 – 456 7,321 1.59%

9. C432 PA Offshore Feeder Fund L.P. 
CLS A USD

基金 914,005 – 265 6,718 1.46%

10.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001）

股權 56,120 – 118 5,500 1.20%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從所持有證券收到股息約1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16,000,000港元）。上述表格所列投資佔本集團總資產的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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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本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
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所載之準則為基
準。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
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A.4.1及A.6.7除外。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應分開，而不應由同一人擔任。馬景煊
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領導董事會，並確保董事會成員收到準確、及時
及清晰之資料以協助彼等於仔細考慮後作出知情決定。彼亦負責領導管理層管理
日常運作並向董事會匯報業務經營狀況。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
總裁能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且貫徹始終一致之領導，可有效及高效率地計劃及
執行業務決策及策略。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之規定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及膺選連任。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訂明，獨立非執行董事亦須出席股東大會。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啟堅先生及Peter Tan先生均因另有公務在身未能出席本公司相
關股東大會。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偉良先生於相關股東大會後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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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
公司確認本公司董事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相關準則。



16

獨立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佈

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香港執業會計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已就本集團載於
本初步業績公佈之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
益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
核對一致。安永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
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核證業務準則規定所作之核證業務，因此，安永並
無對本初步業績公佈作出核證聲明。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陳文衛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啟堅先生、馬景榮先生、Peter Tan先生及劉偉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度業績（包括綜合財務報表）。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一）
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
須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年報之刊登

本集團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相關資料的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年報，適時將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馬景煊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陳文衛先生，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景榮先生、羅啟堅先生、Peter Tan先生及劉偉良
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馬景煊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