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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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Mij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15）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人民幣千元） 138,022 98,573

毛利（人民幣千元） 79,383 53,082

毛利率(%) 57.5 53.9

期內純利（人民幣千元） 6,822 7,31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55 0.64

中期業績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的未經
審核中期綜合業績。該等業績已由本集團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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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38,022 98,573

銷售成本 4 (58,639) (45,491)  

毛利 79,383 53,082

其他收入 2,083 1,29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7 (171)

銷售及分銷開支 4 (52,343) (28,591)

行政開支 4 (15,503) (9,693)

研發開支 4 (4,894) (6,401)  

經營溢利 8,813 9,522  

財務收入 35 216

財務成本 (952) (290)  

財務成本淨額 (917) (7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018 8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914 9,535

所得稅開支 5 (2,092) (2,217)  

期內溢利 6,822 7,318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170 7,402

非控股權益 652 (84)  

6,822 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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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34) 18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34) 18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788 7,50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136 7,585

非控股權益 652 (8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788 7,5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6 人民幣0.55分 人民幣0.6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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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7,989 7,62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5,022 4,925

無形資產 931 1,0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 104  

13,942 13,692  

流動資產

存貨 55,761 44,959

貿易應收款項 7 72,374 43,20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3,367 18,2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247 61,585  

168,749 167,961  

總資產 182,691 181,653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328 1

儲備 60,671 63,862  

69,999 63,863

非控股權益 3,114 4,647  

總權益 73,113 68,51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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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65,371 63,086

借款 33,000 40,00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487 148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2,185 2

合約負債 6,463 –

預先收取客戶款項 – 5,988

即期所得稅負債 1,032 3,919  

109,538 113,143  

總負債 109,578 113,143
  

總權益及負債 182,691 1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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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呈列基準

本集團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2018年6月29日的招股章程（當
中載有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覽，此乃按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及另有所指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所有呈列期間之會計政策一致。

2.1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而由於採用以下準則，本集團已更改會計
政策：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以下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已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但未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概不需作出追溯調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年度改進項目 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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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

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2019年1月1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稅務處理之不確定性 2019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019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3 分部收益及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被確定為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管理層已根據經執行董事審閱的用於分配
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釐定經營分部。內部向執行董事報告的唯一組成部分為本集團截
至2017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廚具開發、製造及銷售。就此方面，管理層認為，僅
有一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項下的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活動主要於中國進行，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位於中國。於2018年6月30日及
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分別人民幣 13,295,000元及人民幣 12,951,000元的非流動資產位於
中國。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人民幣137,345,000元及人民幣97,233,000

元乃產生自中國外部客戶。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138,022 98,573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38,022 9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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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歸為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研究及開發開支及行政開支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用材料成本 55,483 43,293

核數師薪酬
－ 核數服務 295 180

法律及專業費 558 398

攤銷及折舊 892 87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6,051 15,413

代銷費 27,177 8,748

經營租賃租金 1,680 1,447

裝潢開支 1,462 703

廣告及推廣開支 5,493 5,440

上市開支 6,044 2,176

產品諮詢費 720 1,057

代銷店雜項開支 2,566 1,231

差旅及娛樂開支 2,074 1,512

辦公室開支 1,578 1,017

維修及維護開支 1,072 564

運輸開支 2,796 1,219

其他 5,438 4,901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研究及開發開支及行政 

開支總額 131,379 9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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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1,996 2,123

遞延所得稅 96 94  

2,092 2,217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對預期整個財政年度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度所得稅稅率的估計
而確認。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使用的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 23.5%，而截至 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為23.2%。

本集團就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產生的合資格研究及開發成本享有中
國稅務機關的稅項寬減。本集團可基於按適用稅率繳稅所產生的合資格研究及開發成本
申請額外50%稅項扣減，計入所產生的年度之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元） 6,170,000 7,402,00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24,999,906 1,124,999,901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0.55 0.64
  

就該目的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重組及股份資本化而發行股份的影響作出追溯
調整。

b） 攤薄

由於截至 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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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根據發票日期對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的賬齡分
析如下：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發票日期分析的貿易應收款項：
1至30天 58,325 37,621

31至60天 2,714 1,714

61至90天 4,717 255

超過90天 6,618 3,615  

72,374 43,205
  

8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根據發票日期對貿易應付款項（包括交易性質的應付
關聯方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天 21,688 24,325

31至60天 6,491 5,887

61至90天 3,782 3,915

超過90天 1,679 126  

33,640 34,253
  

9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股息。

10 結算日後事項

於2018年7月16日，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按每股0.30港元的價格發行合共375,000,000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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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及展望

本集團開發、製造及出售優質廚房用具予中產階層及中上階層客戶。根據灼識
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灼識投資」）編製的研究報告，本集團於2017年在中
國優質輻熱爐市場的零售銷售額方面為中國最大的優質輻熱爐製造商及供應
商。

本集團的產品主要包括輻熱及電磁爐灶。其核心品牌為「德國米技」 、「米
技生活」 及「米技商用」 。就製造其爐灶而言，本集團有兩間工廠位於中
國上海及一個生產車間位於德國，總樓面面積約9,100平方米。本集團所有爐灶
均符合中國及德國相關安全標準及強制註冊規定。

本集團產品主要於中國銷售。本集團透過主要由分銷商、代銷銷售、電視平台、
線上平台及公司客戶組成的不同銷售渠道於中國分銷產品。本集團亦透過亞
馬遜德國於德國銷售部分產品。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8.6百萬元增
長約40.0%至人民幣138.0百萬元。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的純利（不包括上市開支的
影響）亦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5百萬元增長約35.5%至人民
幣12.9百萬元。

展望未來，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將受下列因素推動：(i)中產消費者群體擴大；(ii)

更多採用西式廚房用具及健康意識強烈；(iii)線上及線下渠道拓展；及 (iv)中國
精裝修住宅單位的需求上升。

根據灼識投資編製的研究報告，優質輻熱爐的零售銷售額預計將由2018年的人
民幣1,312.1百萬元增至 2022年的人民幣2,434.3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7%。

為獲取潛在市場機會，本集團將繼續側重於優質廚房用具的研發、擴大其銷售
渠道及投入更多資源用於營銷活動以推廣其品牌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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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

本集團收益產生自銷售 (i)輻熱爐灶；(ii)電磁爐灶；(iii)鍋及平底鍋；及 (iv)其他
小型廚房用具及廚櫃。輻熱爐灶為本集團主要產品類別，佔中期期間總收益超
過70%。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的總收益為約人民幣138.0百萬元。

下表載列於中期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爐灶（輻熱） 105,698 76.6 71,455 72.5

爐灶（電磁） 11,517 8.3 10,419 10.6

鍋及平底鍋 13,324 9.7 10,352 10.5

其他（附註） 7,483 5.4 6,347 6.4    

總計 138,022 100.0 98,573 100.0
    

附註： 其他包括小型廚房用具（如抽油煙機、水壺、焗爐）及廚櫃。

按地理區域劃分的收益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大部分收益產生自中國。下表載列於中期期間按地理區域
劃分的收益明細及各地區產生的收益佔我們收益的百分比：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中國 137,345 99.5 97,233 98.6
德國 677 0.5 1,340 1.4    

總計 138,022 100.0 98,57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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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

本集團透過多個渠道銷售產品，主要包括代銷店、向公司客戶銷售、電視平台
及線上平台銷售及本集團分銷商經營的實體銷售地點。下表載列於中期期間
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直接銷售

代銷店 30,406 22.0 29,790 30.2

公司客戶 7,062 5.1 18,413 18.7

電視平台 56,720 41.1 15,392 15.6    

小計 94,188 68.2 63,595 64.5
    

分銷商

線上平台 33,039 23.9 25,009 25.4

實體銷售地點 8,132 5.9 7,186 7.3

電視平台 2,663 2.0 2,783 2.8    

小計 43,834 31.8 34,978 35.5
    

總計 138,022 100 98,573 100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電視平台的直接銷售收益由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 15.4百萬元增加 2.7倍至人民幣 56.7百萬元。大幅增加主要因為本集團
為電視平台直接銷售增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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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錄得毛利率57.5%，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53.9%。
下表載列於中期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爐灶（輻熱） 60,821 57.5 38,104 53.3

爐灶（電磁） 6,538 56.8 5,549 53.3

鍋及平底鍋 7,989 60.0 6,109 59.0

其他（附註） 4,035 53.9 3,320 52.3  

總計 79,383 57.5 53,082 53.9
  

附註： 其他包括小型廚房用具（如抽油煙機、水壺、焗爐）及廚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助及雜項收入。本集團於中期期間錄得其他收入人
民幣2.1百萬元，而截至 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3百萬元。該增加主
要歸因於中期期間獲得的酌情政府補助增加。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匯兌差額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本
集團於中期期間錄得其他收益人民幣87,000元，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錄得其他虧損人民幣171,000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指本集團透過代銷店及電視平台進行直接銷售的代銷費、
代銷店的雜項開支、銷售及營銷員工的薪金、表現花紅及僱員福利開支、業務
差旅及娛樂開支、廣告及推廣開支、租金開支及向客戶交付產品的運輸開支。
於中期期間的銷售及分銷開支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6百
萬元增加約83.1%至人民幣52.3百萬元，乃由於電視平台銷售增加。電視平台收
取本集團高代銷費以支付彼等營運成本及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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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指我們行政及管理人員的薪金及福利、一般辦公室開支、租金開
支、法律及專業費、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土地使用權及無形資產攤銷、上市
開支及其他雜項行政開支。於中期期間的行政開支由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9.7百萬元增加約60%至人民幣15.5百萬元。中期期間行政開支的
增加主要歸因於確認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人民幣6.0百萬元。

研究及開發開支

隨著本集團業務發展及銷售增長，本集團投入更多資源用於開發新產品。中期
期間的研究及開發開支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4百萬元減少
約23.5%至人民幣4.9百萬元。

財務收入

財務收入指銀行利息收入。於中期期間，本集團的財務收入為約人民幣 35,000

元，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216,000元。

財務成本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為約人民幣 1.0百萬元，而截至 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0.3百萬元。財務成本增加主要歸因於中期期間提取的銀行
借款增加。

所得稅開支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 2.1百萬元，而截至 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為人民幣2.2百萬元。我們於中期期間的實際所得稅稅率由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22.5%略微增加至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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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的純利為人民幣 6.8百萬元，較截至 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3百萬元減少6.8%。於中期期間的純利率亦由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4%減至4.9%。不計上市開支人民幣6.0百萬元，我們
於中期期間的純利為人民幣12.9百萬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9.5百萬元（不包括上市開支人民幣 2.2百萬元）增加35.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期間的股息。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槓桿比率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7月16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成功上市。本集團資本架構自當時起並無變動。

本集團主要透過利用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的平衡組合為其業務及營運資金需
求融資。融資組合將視乎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及實際需求而調整。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約人民幣59.2百萬元（2017年12月31

日：人民幣54.8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人民幣 17.2百萬元（2017年12月
31日：人民幣61.6百萬元）及銀行借款為約人民幣 33.0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40.0百萬元）。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銀行借款
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銀行借款按每年約 5.2%的固定利率計息。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5倍（2017年12月31日：1.5倍）及資本負
債比率為0.5（按總債務除以總權益計算）（2017年12月31日：0.6）。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可供動用但尚未動用銀行
融資。

資本承擔

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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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其土地及樓宇為其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23百萬
元作抵押。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

本集團持有的重大投資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在其日期為2018年6月29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載列其未來計劃。作
為其未來計劃的一部分，本集團將在中國主要城市開設陳列室及增加代銷店
數量以擴展其銷售網絡。本集團亦將在研發方面投放更多資源以加強其產品
組合，為其現有產品增加額外功能。為提高本集團及其股東的價值，本集團亦
將在潛在投資機遇出現時加以考慮。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貨幣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亦主要以人民幣進行
其業務交易。故本集團所面臨的外匯風險有限。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並無訂立任
何外匯對沖工具。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277名僱員（2017年12月31日：286名僱員），彼等的
薪酬及福利乃基於市價、政府政策及個別表現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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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2018年7月16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約為 76.2百萬港元。本集團將根據
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使用有關所得款項。

自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如下：

計劃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

自上市日期

至本公告日期

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

本公告日期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動用

首次公開發售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

（約） （約） （約）

在中國主要城市成立 

陳列室
24.5百萬港元 – 24.5百萬港元 於2021年6月30日前將動

用24.5百萬港元

償還銀行貸款 18.2百萬港元 – 18.2百萬港元 於2019年3月前將動用人
民幣10.6百萬元；及於
2019年4月前將動用人
民幣7.6百萬元

擴大及加強銷售及 

營銷能力
18.1百萬港元 – 18.1百萬港元 於2021年6月30日前將 

動用18.1百萬港元

開發爐灶產品組合並 

使其多元化
2.7百萬港元 – 2.7百萬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前將動

用2.7百萬港元

進行米技電爐具智能化 

服務平台建設項目
5.3百萬港元 – 5.3百萬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前將動

用5.3百萬港元

一般營運資金 7.4百萬港元 0.1百萬港元 7.3百萬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前將
動用7.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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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的權益及淡倉

鑑於股份於2018年7月16日方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故本公司於 2018年6月30日毋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存置任何登記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列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
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的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百分比

（附註 1） （約）

季殘月女士（「季女士」） 
（附註 2）

受控制法團權益 900,000,000 (L) 60%

Walter Ludwig Michel先生
（「Michel先生」）（附註3）

配偶權益 900,000,000 (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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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關法團寬廣投資有限公司（「寬廣」）的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

數目

佔相關

法團股權

百分比

（附註 1）

季女士（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 (L) 100%

Michel先生（附註3） 配偶權益 1 (L) 100%

附註：

1. 字母「L」指股份的好倉。

2. 寬廣的已發行股份由季女士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季女士被視為於寬
廣所持本公司900,000,000股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3. Michel先生為季女士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Michel先生被視為於季女士透
過寬廣所持本公司900,000,000股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或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安排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於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向本公司任何董
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授出權利，藉購入本公司的股份或債
權證而獲取利益，而彼等亦無行使該等權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的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權證）而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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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鑑於股份於2018年7月16日方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故於 2018年6月30日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並不適用於本公司及
主要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下列人士（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除
外）於本公司普通股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3

分部的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記入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
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百分比

（附註 1） （約）

寬廣（附註2） 實益擁有人 900,000,000 (L) 60%

Haitong Dynamic  

Multi-Tranche Investment 

Fund III S.P.（「海通」），
Haitong Global Investment 

SPC III（「海通基金公司」）
的隔離組合（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68,750,000 (L) 11.25%

附註：

1. 字母「L」指股份的好倉。

2. 寬廣的已發行股份由季女士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季女士被視為於寬廣所持
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海通為海通基金公司的隔離組合，而海通基金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
免有限公司及登記為一間獨立投資組合公司。海通國際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前稱海
通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海通管理人」）一直為機構及私人客戶管理海通的基金及資
產。海通的投資目標明確及受委託投資於多間公司。基金的投資者須以不附追索權方式
有效委託投資決策及股份投票權予海通管理人。海通管理人與本公司並無其他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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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有任
何其他將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向本公司披露的相
關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
相關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8年6月24日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有關
參與者日後盡可能為本集團作出貢獻及╱或嘉獎彼等過往的貢獻，從而吸引及
留聘或以其他方式維持與有關參與者（其本身對本集團的業績、發展或成功重
要及╱或其貢獻現在或將來對本集團的業績、發展或成功有利）的長久關係。

於中期期間，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而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
未行使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與主要股東於競爭權益的權益或利益衝突

於中期期間，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本公司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
見上市規則）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
於當中擁有權益，及任何有關人士與本公司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資料及中期業績，並與董事會討論有關財務事宜。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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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鑑於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6月30日尚未在聯交所上市，因此於中期期間，標準守
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成功
上市後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
等自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企業管治

鑑於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6月30日尚未在聯交所上市，因此於中期期間，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
除守則條文第A.2.1條外，自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
由同一人擔任。根據本公司當前的組織架構，季女士為主席兼行政總裁。憑藉
其於業內的豐富經驗，董事相信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可為
本公司提供強有力及一致的領導，令業務決策及策略在規劃及實行時更加有
效及高效，且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有利。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同
時由季女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權分野已清楚確立。總體而言，主席負
責監管董事會職能及表現，而行政總裁則負責管理本集團業務。兩個職務均由
季女士分別擔任。此外，目前架構並無削弱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及權
限制衡，因為董事會已有適當的權力分配，且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有效發揮職
能。

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股份於 2018年7月16日在聯交所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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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登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mijiholdings.com）。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季殘月女士

香港，2018年8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季殘月女士及Walter Ludwig Michel先生；而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世方先生、甄子明先生及許興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