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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

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
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此類公司的
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
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
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
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華章科

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

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

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

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財務摘要

1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報告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192,157,000港元，較2013年同期

上升約21.5%。

•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14,540,000港元，較

2013年同期上升約183.7%。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派付第三季度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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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

業務回顧與展望

於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仍存在下行風險。但截至於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本

集團各季度銷售收入仍保持著平均約23.2%增長。銷售收入及淨利潤截至於2014年3月31

日止九個月分別為約港幣192,157,000元及約港幣14,54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

增長了約21.5%及約183.7%。

在中國造紙行業面對困難的經營環境下，本集團正積極拓展非造紙市場份額。截至於

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非造紙行業收入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約38.2%，比去年同期約

28.4%，增加了9.8%。為了進一步增加非造紙市場份額，本集團已成立了一個非造紙行業

事業部負責開拓市場，預計本集團非造紙行業銷售收入將會進一步提升。

於2014年3月，中國政府進一步揭示環保和節能將會是未來國策的發展方向。因此，本集

團預計造紙行業相關的環保法規將會收緊及落後產能將會加快淘汰，這將會為本集團創

造不少機遇。當然在本集團追求銷售增長之同時，我們將繼續專注於提升管理及嚴控成本，

以保持競爭力，並提升盈利能力。

財務回顧

收入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158,141,000港元增加約21.5%至截至

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192,157,000港元。毛利率由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

28.5%下跌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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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i) 工業自動化系統

工業自動化系統銷售收入上升約23.7%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

99,471,000港元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123,033,000港元。增加主

要是由於超過5,000,000港元已完成合同數目增加，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

個月2個合同約13,824,000港元增加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5個合同約

41,528,000港元。工業自動化系統的毛利率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約

28.1%下跌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約26.6%。

(ii) 污泥處理產品

污泥處理產品銷售收入上升約13.7%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

43,852,000港元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49,861,000港元。該上升主

要由於完成合同數目增加。本集團截至於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完成了87份合

同，與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比較只完成了54份合同。污泥處理產品的毛

利率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約25.1%增加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

個月的約28.7%。

(iii) 售後服務

提供售後服務產生的收入增加約30.0%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

14,817,000港元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19,264,000港元，增加主要

是由於我們客戶對售後服務需求增加，包括系統改造工程。提供售後服務的毛利

率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約40.6%下降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

月的約31.3%。該下降由於僅供應備用零部件增加，該毛利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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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合計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30,003,000港元輕

微下降至約29,099,000港元。該減少是由於專業服務費及保養費用減少，抵銷了員工福

利費用及應收賬款減值撥備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淨利潤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5,124,000港元增長約183.7%

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14,540,000港元。同期，淨利潤率由截至2013年3月

31日止九個月約3.2%增加約4.4%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約7.6%。此項變動主要

是因為本集團能夠加強其分銷成本及研發開支的控制，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

該等成本及開支的總額佔本期銷售收入與2013年同期相比減少約3.5%。



權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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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4年3月31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9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

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

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

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本公司╱

相關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朱根榮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股（附註1） 75.00%

博榮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779股（附註2） 77.90%

聯順有限公司 實益權益 5,005,500股（附註3） 53.79%

附註：

1. 該等股份以博榮控股有限公司名義登記，該公司的77.90%權益由聯順有限公司持有，而聯順有限公

司的53.79%權益由朱根榮先生持有。朱先生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博榮控股有限公司的77.90%和22.10%權益分別由聯順有限公司和群御有限公司持有。

3. 聯順有限公司的53.79%、20.74%、17.95%和7.52%權益分別由朱根榮先生、王愛燕先生、劉川江先

生和朱淩雲女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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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概無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

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4年3月31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及本公司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的權

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主要股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身份╱權益性質

直接或間接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博榮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04,000,000 75%

聯順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附註1） 75%

朱根榮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附註2） 75%

王愛燕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附註3） 75%

劉川江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附註4） 75%

朱淩雲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4,000,000（附註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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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附註：

1. 股份以博榮控股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而聯順有限公司擁有博榮控股有限公司77.90%權益。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聯順有限公司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聯順有限公司擁有博榮控股有限公司77.90%的權益，而朱根榮先生擁有聯順有限公司53.79%的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聯順有限公司擁有博榮控股有限公司77.90%的權益，而王愛燕先生擁有聯順有限公司20.74%的權益。

根據收購守則，王先生被視為一名朱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之一，因此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聯順有限公司擁有博榮控股有限公司77.90%的權益，而劉川江先生擁有聯順有限公司17.95%的權益。

根據收購守則，劉先生被視為一名朱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之一，因此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聯順有限公司擁有博榮控股有限公司77.90%的權益，而朱淩雲女士擁有聯順有限公司7.52%的權益。

根據收購守則，朱女士被視為一名朱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之一，因此被視為於博榮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4年3月31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披露的

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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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董事認購股份及債券的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並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18歲

的子女可透過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的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同時，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可於任何其他法團獲得該等權利。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除載於「遵守不競爭承諾」一節的資料外，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

日期，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或與本集團

利益有任何衝突的業務。

合規顧問的權益

於2014年3月31日，據本公司合規顧問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合規顧問」）所告知，除

本公司與合規顧問所訂立日期為2013年5月8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董事、

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與本公司有關且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32條須知會本集團

的權益。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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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證券。

購股權計劃

於回顧期間，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且根據本公司於2013年5月6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所

授出的購股權（如有）並無發生任何變動。

遵守不競爭承諾

為保護本集團在業務活動中的權益，於2013年5月6日，本公司控股股東博榮控股有限公

司、聯順有限公司、朱根榮先生、王愛燕先生、劉川江先生及朱淩雲女士各自向本公司作

出不競爭承諾，據此，彼等各自向本公司承諾及契諾，只要其及╱或其聯繫人直接或間

接（不論個別或共同）仍然為控股股東，其本身不會並將促使其聯繫人不會直接或間接經營、

參與、從事或以其他方式於目前或可能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不時經營的業務構成競爭

的任何業務持有權益。

為進一步清晰劃分浙江華章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浙江華章自動化」）和本集團各自的業務，

並使本集團免受來自浙江華章自動化的任何潛在競爭影響，華章電氣自動化控股有限公

司（「華章電氣自動化（香港）」）和浙江華章自動化於2013年5月6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訂立

不競爭契據，據此，彼等及由彼等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任何公司（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除

外）不會單獨或連同任何法團、合作夥伴、合資企業或透過其他合同協議，直接或間接（無

論是否為圖利）進行、參與、持有、從事、收購或經營，亦不會向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本

集團的成員公司除外）提供任何形式的資助，以進行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公司上市後不時

於中國（包括香港）供應和銷售工業自動化系統和污泥處理產品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的任何業務。

承諾詳情載於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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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遵守創業版上市規則附錄15中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除以下偏離情況外（守則條文第A.2.1條）：

朱根榮先生為董事會主席。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此職銜，並且本公司日常營運及管理由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監控。董事會認為，雖然沒有行政總裁一職，但通過由具備豐富

經驗的人士組成的董事會的運作及由董事會不時開會討論影響本公司營運的事宜，已確

保權責平衡。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乃基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所載的規定。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均確認，

彼等自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日期起直至2014年3月31日已遵守有關行為守則。

第三季度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第三季度股息。（2013年3月31日止九

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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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2013年5月6日成立，其職權範圍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及企

業管治守則第C.3.3段。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系統；審閱本集團的

會計政策、財務狀況及財務申報程序；與外部核數師溝通；評估內部財務及審計人員的表現；

並評估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江智武先生、

陳錦梅女士及戴天柱先生。審核委員會的主席為江智武先生。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根榮

香港，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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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52,502,391 38,490,434 192,157,113 158,140,592

銷售成本 (38,192,758) (27,983,184) (139,054,935) (113,119,650)

毛利 14,309,633 10,507,250 53,102,178 45,020,942

分銷成本 (2,420,074) (3,051,041) (8,412,177) (9,935,333)

行政開支 (5,262,156) (6,327,723) (20,686,844) (20,067,694)

研發開支 (2,252,039) (2,563,164) (7,107,538) (8,344,076)

其他收入 4 46,121 226,293 519,403 599,462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 29,046 (31,256) 29,046

經營利潤╱（虧損） 5 4,421,485 (1,179,339) 17,383,766 7,302,347

融資收入 661,462 23,015 1,179,307 137,572

融資成本 (46,650) (190,562) (109,517) (784,935)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614,812 (167,547) 1,069,790 (647,363)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5,036,297 (1,346,886) 18,453,556 6,654,984

所得稅（開支）╱貸項 6 (1,614,598) 222,682 (3,913,908) (1,530,6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所有利潤╱（虧損） 3,421,699 (1,124,204) 14,539,648 5,12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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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貨幣匯兌差額 (1,504,050) 331,809 811,162 767,816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1,504,050) 331,809 811,162 767,8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所有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917,649 (792,395) 15,350,810 5,892,1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每股盈利╱（虧損） 7

 —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1.26 (0.55) 5.35 2.51

 — 每股攤簿盈利╱（虧損）（港仙） 1.26 (0.55) 5.35 2.51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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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3年7月1日的結餘 2,720,000 70,910,254 60,488,810 42,088,858 176,207,922

全面收入

本期間利潤 — — — 14,539,648 14,539,648

匯兌差額 — — 811,162 — 811,162

全面收入總額 811,162 14,539,648 15,350,810

與擁有人的交易

宣派股息（附註8） — (8,976,000) — — (8,976,000)

溢利撥至法定儲備 — — 3,333,855 (3,333,855) —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8,976,000) 3,333,855 (3,333,855) (8,976,000)

於2014年3月31日的結餘 2,720,000 61,934,254 64,633,827 53,294,651 182,58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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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2年7月1日的結餘 0.01 — 51,468,818 26,866,952 78,335,770

全面收入

本期間利潤 — — — 5,124,338 5,124,338

匯兌差額 — — 767,816 — 767,816

全面收入總額 — — 767,816 5,124,338 5,892,154

與擁有人的交易

前母公司貨款資本化 — — 5,200,000 — 5,200,000

溢利撥至法定儲備 — — 2,455,148 (2,455,148) —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7,655,148 (2,455,148) 5,200,000

於2013年3月31日的結餘 0.01 — 59,891,782 29,536,142 89,42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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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2年6月26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

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和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ricket Square，Hutchins Drive，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從事研究和發展、製造和銷售工業自動化系統和污泥處理產品及提

供售後服務。

本公司的普通股以配售方式於2013年5月16日（「上市」）上市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

除另有指明外，本簡明綜合業績以港元（「港元」）呈列。該等簡明綜合業績已於

2014年5月9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的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簡明綜合業績應

與所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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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銷售工業自動化系統 32,179,326 30,089,451 123,032,685 99,470,898

銷售污染處理產品 13,488,975 2,012,372 49,860,723 43,852,302

提供售後服務 6,834,090 6,388,611 19,263,705 14,817,392

52,502,391 38,490,434 192,157,113 158,140,592

4.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政府補貼 45,392 61,716 288,509 107,716

經營租賃收入 — 40,835 230,165 122,012

其他 729 123,742 729 369,734

46,121 226,293 519,403 59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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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續）

5. 經營利潤╱（虧損）

經營利潤╱（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59,822 61,750 185,938 184,50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0,360 685,595 2,489,452 2,350,225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 (163,546) 951,012 (856,936)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1,453,083) 748,571 672,083 4,079

審計師酬金 883,037 125,385 1,652,924 125,385

專業服務費 248,871 2,253,047 1,274,520 6,937,953

6. 所得稅開支╱（貸項）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 — 23,753 —

 — 中國企業所得稅╱（貸項） 1,426,539 (236,969) 4,162,969 1,350,932

遞延所得稅 188,059 14,287 (272,814) 179,714

所得稅開支╱（貸項） 1,614,598 (222,682) 3,913,908 1,53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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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續）

(i) 開曼群島利得稅

本公司毋須繳納開曼群島的任何稅項。

(ii) 香港利得稅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香港利得稅已按16.5%的稅率估計期內應

課稅溢利。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本

集團於期內所賺取或源自於香港並無應課稅利潤。

(iii)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計提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各種實體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自2008年1月1日起統一為25%。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浙江華章科技有限公司（「華章科技」）為合資格外

商投資生產企業。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華章科技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25%。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法規，華章科技於2011年取得高新技

術企業資格，從2011年生效為期三年。華章科技適用企業所得稅率將為

15%，由2011年起至2013年止。因為從這樣的資格所產生的稅收優惠政

策於2013年12月到期，華章科技擬在2014年6月重新向中國有關當局（這

屬於適用的申請程序的期限內）申請華章科技的分類為高新技術企業，該

重新申請完成後，華章科技將向稅務機關進行註冊，以享受由2014年1月

至2016年12月的優惠稅率15%。由於這個原因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六

個月和2014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華章科技的適用稅率分別為15%和25%。



20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報告

財務資料附註（續）

7.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2014年和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以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利潤╱（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數。釐定截至2013年3

月31日止九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時，本公司於2013年5月16日上市

當日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發行及配發的203,999,999股股份視作猶如已於2012年

7月1日發行。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九個月
2014 2013 2014 201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3,421,699 (1,124,204) 14,539,648 5,124,338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72,000,000 204,000,000 272,000,000 204,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1.26 (0.55) 5.35 2.51

截至2013年和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由於沒有攤薄購股權及其他已發行潛在

攤薄股份，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宣派8,976,000港元的股息代表截至2013年6月30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該股息在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批准及支付。（截至2013

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無）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第三季度股息。（截至

2013年3月31日止九個月：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