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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
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GEM較高的風險狀況和其他
特徵意味著更適合專業投資者和其他成熟投資者的市場。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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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
司的資料，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
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
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及 (3)本報告所表達的所有意
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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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致本集團各位股東：

為遵守任何上市發行人的最佳常規，董事會會留意每家上市公司兩個層面的管
理情況，即董事會的管理及日常業務管理。繼續作為一個持續發展的機構，尤
其是最近三年，由於商業世界的整體經濟狀況無不影響著眾多香港上市公司的
運營，加之許多企業所面對的政治和監管變動不論他們從事何種行業，本公司
多次遭遇重組困難。因此，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作出了非常果斷的承諾，為
維護本集團股東的最佳利益，我們將為重振本集團業務排除萬難，並盡最大能
力且以最嚴格標準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所有規則及規例，
從而盡早進行本公司股份恢復交易申請。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且鑑於努力恢復股
份交易以符合股東最佳利益的持續責任，以及為改善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
況以處理復牌指引所載事宜，本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獲選董事會主席一職，由
前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謝先生負責董事會及管理層就本集團媒體及諮詢業務
所釐定的業務策略，以達致預期里程碑以及達到聯交所上市科就股份復牌所訂
明的充足資產及充分業務標準的策略，使得股東尤其是本公司的小股東能夠就
應否繼續支持或透過自由交易方式出售本公司權益，及╱或支持管理層在轉型
期就持續遵守本公司過去五年經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規則及規例所採納業務策
略作出決定。

作為選舉後首次擔任報告主席，本人欣然提供本集團為持續經營而採取的業務
策略，以及為恢復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板的交易而採取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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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首六個月的整體經濟狀況

據彭博報導，中國經濟在第二季度大幅下滑，凸顯廣泛存在的新型冠狀病毒封
控對各類活動造成的巨大影響，表明未來數月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黯淡的持續壓
力。由於二月底至七月期間受到大流行疫情打擊本港和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悲
觀預測，情況實屬不樂觀。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發佈數據時，決策者提高利率以遏制飆升的通脹水平，
全球消費者與企業同時面臨烏克蘭戰爭與供應鏈中斷的挑戰而倍感艱難，人們
擔心將會出現全球性衰退。

相比上一季度，中國本地生產總值於第二季度下跌 2.6%，官方數據顯示，相比
15%的預期跌幅，上一季度的修正漲幅為 1.4%。路透社的一項分析人士調查顯
示，自第一季度的 4.8%大幅放緩。

路透社表示，「雖然中國經濟於五、六月期間的最壞情況已經過去，但仍然處於
陷入停滯的邊緣」。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遭遇了最具挑戰性的營運狀
況，錄得收益減少，並且本集團進行中的諮詢及資產管理計劃出現多個延期。
據《CATO期刊》報道，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香港金融服務排位下滑，其地位被
新加坡取代。與此同時，香港已不再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跌至第六位。此
外，惠譽和穆迪自二零一九年九月以來已先後兩次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

雖然我們不應過份擔心這些短期的降低評級問題，但國際評級及研究機構的確
指出了香港要維持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面對的困難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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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資產管理營運：

本公司過去三年一直致力簽訂諮詢及資產管理服務合約，將香港宣傳為中國吸
收外國投資及新技術不可或缺的窗口。此外，行政人員旅行自由，具備多年的
海外交易經驗，本集團可很好地為中國的全球企業提供服務，以擴大其在非洲
及歐洲與諾貝爾相關中醫藥有關的產品及服務尤其是我們從事的主要業務之一
並就此進行協商。自二零二零年以來，香港的封鎖及最引人關注的國際旅行限
制使我們的中國生物技術及生產企業無法考慮再繼續海外擴張，且已於二零
二二年第二季度決定轉向於利潤豐厚的中國資本市場上尋求公共集資及諮詢服
務。隨著美國對在開展業務的創新及技術部門實施了更多貿易及投資限制，並
對歐盟國家造成了其他額外影響再者以及俄烏戰爭，這更凸顯出集團的遠見。

由於上述分析，本集團管理層已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流
程，並發現本集團的優勢主要是房地產的項目管理及諮詢服務。儘管我們自二
零一八年以來對該領域的監管變化持懷疑態度及對房地產行業的風險感到擔
憂，由於中國人民銀行最近對貸款及抵押貸款實施的監管，中國許多房地產公
司遭遇危機以及最近大型房地產集團倒閉的報道證明懷疑和擔憂是有價值的。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習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金融風險專題會議，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及所有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參加。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新的政府機構
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宣佈管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並協調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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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開始的金融打擊對中國經濟及本集團的諮詢業務產生
深遠影響。銀行業已採取更嚴格的規則來限制影子銀行活動，並減少通過銀行
間市場發生的監管套利行為。保險業受到監管限制，禁止銷售作為金融投機工
具而非風險保險工具的保險產品。資產管理行業被迫出台新規，降低理財產品
及其他新的金融產品的風險。於二零一八年，銀行及保險監管機構合併為一個
獨立且更強大的監管機構，監管體系結構從而發生巨大變化。

中央政府採取的風險管理政策導致若干房地產集團出現融資違約，更有甚者須
停止開發。由於本人過去五年一直在中國從事提供諮詢及資產重組項目，並在
與前任主席兼現任行政總裁謝先生接洽以合作振興本集團的諮詢業務時了解
到，諮詢業務過去顯示出巨大的潛力，但由於過去三年經濟周期以該行業市場
價值迅速上升為特徵的泡沫情況，本集團已謹慎迴避。於過去的三個月，我們
看到可持續發展的監管及控制情況更加規範，因此，本人非常有信心，尤其是
在當前的商業環境中更加需要經驗豐富且知識淵博的諮詢及資產管理專業知
識，這將極大地促進該業務在不久的將來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目前的管道協商諮詢合約，本集團有信心保證在短期內於該合約獲得不少
於人民幣一千萬元，並在不超過兩年的時間內管理不少於人民幣三十億元的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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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以及互聯網電子商務及營銷服務：

本集團自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以來採用的數字化轉型計劃，概述了電子商務領
域的企業領導者在整個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並關注最重要的三個關鍵機
遇領域：

(1) 重新調整業務及營運架構，關注客戶價值；

(2) 創建一個敏捷且響應迅速的機構；及

(3) 動員技術成為核心競爭力及差異化因素。

本集團通過媒體高管的勤勉承諾，已成功交付十六家電子商務商店，並與知名
社交媒體建立聯繫以營銷及提供零售客戶及小微型企業製造品牌所要求的服
務，我們為兩者提供營銷、網紅服務及生態系統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九個月內商品銷售總額約為人民幣一億二千萬元，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規定的若干標準，電子商務及網紅服務的
生態系統可能無法達到該等標準，因此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政年度審計後，由於該標準，所以在二零二二年三月的收入確實大幅減少。

由於中國及香港兩地的會計準則不同，本集團不斷與多家中小型企業討論以重
組服務合約，從而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並與中國稅務及會計機構所規
定的認定標準無縫對接，以免在本集團核心服務媒體及營銷諮詢服務方面出現
任何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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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欣然報告，在行政總裁及其專業團隊的奉獻及付出下，本集團有信心將
收益由人民幣二億元繼續推進至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二億五千萬元，以及每年媒體板塊內現金流金額不少於人民幣二億元。令人遺
憾的是，由於中國若干城市的變化及不利的營運環境，以及封鎖及交付限制，
媒體集團未能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達到預期數量，其如若干類似業務一樣受
到公共衞生危機的影響，而該等危機乃由不同形式的病毒不時捲土重來所引
起。儘管如此，七月銷售在持續恢復的情況下更有保障。

結語：

作為本集團的新任主席，本人感激於過去三年及本集團由於本公司暫停買賣而
面臨財務困難的充滿挑戰的時期對本集團給予的支持。本人非常榮幸於本公司
上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中獲得股東的支持及彼等就本人的委任投票中表達的信
心，本人確定，本公司行政人員將盡忠職守，令本集團的運營短期內重煥生
機，並符合香港聯交所規定的復牌標準，且在不久的將來，本人將帶領本集團
為本公司的最佳利益尋求可持續及有利可圖的業務。

我們將持續向股東更新復牌進展及業務營運成效，確保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
的可持續發展前景。

主席
盧永德

香港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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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亞洲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3,185 7,361 13,375 14,150

服務成本 (20) (356) (5,782) (3,178)
    

毛利 3,165 7,005 7,593 10,972
其他收入 45 314 46 439
員工成本 (1,096) (3,082) (2,154) (5,163)
經營租約租金 (64) (394) (102) (885)
其他經營開支 (1,430) (4,298) (3,189) (6,054)
折舊及攤銷 (88) (267) (176) (52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1,345 —
撇銷應收一間投資
 對象公司款項 (596) — (596) —

    
經營活動溢利╱（虧損） (64) (722) 2,767 (1,216)
融資成本 9 (46) (263) (86) (490)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0) (985) 2,681 (1,706)
稅項 3 — — — —

    
期內溢利╱（虧損） (110) (985) 2,681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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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2) 1,655 2,652 1,856
非控股權益 2 (2,640) 29 (3,562)

    
(110) (985) 2,681 (1,706)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4 (0.06)仙 0.82仙 1.32仙 0.9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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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1,250 1,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266 388
 商譽 5,000 5,0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391 5,392
 應收一間投資對象
  公司款項 — 596
 租金按金 72 72
    

11,979 12,749
    
流動資產

 存貨 152 15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6 24,233 21,50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40 4,681
    

25,525 26,342
 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 5,854
    

25,525 32,19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7 19,137 21,53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056 3,021
 租賃負債 251 244
 應付稅項 3,494 3,494
    

25,938 28,290
 與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直接
  相關的負債 — 12,803
    

25,938 41,093
    



13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期業績報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淨額 (413) (8,8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566 3,852
    
非流動負債

 應付本公司一名董事款項 8,450 6,254
 應付一名主要股東款項 2,782 2,781
 租賃負債 21 149
    

11,253 9,184
    
（負債）╱資產淨額 313 (5,33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091 20,091
 儲備 (18,931) (21,5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資本虧絀）╱權益 1,160 (1,492)
 非控股權益 (847) (3,840)
    
（資本虧絀）╱權益總額 313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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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公平值

儲備

可換股債券

權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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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00,902 385,212 26,020 (4,232) (134) — (598,664) 9,104 1,799 10,903

期內變動 (180,812) — 180,812 — — — 1,856 1,856 (3,562) (1,70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0,090 385,212 206,832 (4,232) (134) — (596,808) 10,960 (1,763) 9,197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20,091 385,212 206,831 (4,171) (164) — (609,291) (1,492) (3,840) (5,332)

期內變動 — — — — — — 2,652 2,652 2,993 5,64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20,091 385,212 206,831 (4,171) (164) — (606,639) 1,160 (847) 313
          



15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期業績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2,681 (1,706)
就以下各項調整：
利息收入 (2) (1)
融資成本 86 4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1 39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22 135
撇銷應收投資對象公司款項 596 57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345)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189 (11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減少 (2,724) (4,379)
存貨增加 — (26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減少） (5,034) 8,293

  
經營所得╱（所用）之現金 (5,569) 3,539
已付所得稅 — —
已收利息 2 1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5,567)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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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9,269)
向聯營公司墊款 35 (10)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35 (9,279)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償還）╱預收本公司一名董事款項 2,119 (47)
（償還）╱預收一名主要股東款項淨額 1 (487)
來自╱（向）聯營公司墊款 1 157
租賃負債還款 (121) (139)
租賃負債已付利息 (9) (3)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991 (51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3,541) (6,258)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681 7,06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40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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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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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
編製。在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政策貫
徹一致。

2. 收益

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下列發票價值包括提供管理及顧問服務，多媒體服
務，營銷服務及銷售收入：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顧問費用 3,016 6,264 9,280 12,528
多媒體服務收入 169 462 1,381 473
廣告收入 — 303 — 623
營銷服務及
 銷售收入 — 332 2,714 526

    
3,185 7,361 13,375 14,150

    

(a)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董事，呈報之
業務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營運分部提供之服務類型分類。本集團有兩
個呈報分部，即管理及諮詢服務，以及多媒體及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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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中國及香港以外 13,375 14,150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期
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中國所得稅作撥備。（二零二一年：無）

4.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該
等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淨額約虧損淨額 112,000港元
及約溢利淨額 2,65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溢利淨額約 1,655,000港元及
1,856,000港元）及 200,902,041股普通股（二零二一年：200,902,041股）計
算。

5.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未產生物業、廠房及設
備的添置之開支（二零二一年：約 9,269,000港元）且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並
無出售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



19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期業績報告

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0,165 7,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068 14,095

  
24,233 21,509

  

貿易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天 3,016 7,414
31至 60天 7,149 —

  
總計 10,165 7,414

  

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賬款 19,137 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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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主要股東款項

為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以及維持本集團持續經營，期內管理層經已採
取下列措施：

(i) 本公司主要股東謝暄先生向本公司提供一筆 20,000,000港元為期 18
個月的備用信貸融資；

(ii) 本公司主要股東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謝暄先生已
同意為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支援，以償還到期負債。

本公司董事認為取得上述備用融資後，本集團將有充裕現金資源滿足其未
來營運資金及其他財務需要。

9.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為應付本公司主要股東謝暄先生款項之利息，其年利率為
5%，以及融資租賃利息。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二一
年：無）。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中期期間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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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過去三個月，對比本集團的收益由二零二一年的 7,361,000港元減少至二零
二二年的 3,185,000港元，期內表現由二零二一年的約 721,000港元虧損至二零
二二年的約 64,000港元，乃由於管理層審慎控制營運開支及業務開發費用。

本集團透過於廣州委聘獨立審計公司為於二零二一年四個季度及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所報告銷售數據提供銷售認證及審計報告詳情，進一步提高向中國監管機
構提供的銷售及登記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審計報告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完成，
列示如下：

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電子商務銷售額

二零二一年
合計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二零二二年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財務報表披露 3,515 631 136 767
根據中國審計披露 106,220 19,095 3,251 22,346

    
差異 102,705 18,464 3,115 21,579

    

附註 1： 指中國審計師根據中國會計記錄確認的差異

播乎網店錄得的經審核銷售表

然而，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的業績令人失望。由於：(1)自二月起，香港及中國
的業務活動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遭受巨大損失；(2)由於動蕩不安的環境，我
們的優質客戶因諮詢業務環境相關的風險而決定保留或延遲資產管理及諮詢服
務；(3)誠如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披露，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與中國會計處理有所不同，管理層已於第二季度將客戶及供
應商的合約重列，以符合中國規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的合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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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計後，全資附屬公司（於電子商務營運生態
系統中一直從事電子商務、數字營銷及風險控制的實體）的管理層與其所有客戶
進行合作，以重新調整業務合約，從而符合於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內進行商品批
發業務的法律及會計合規並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管理層欣然宣佈，自二零
二二年八月起，本公司將承擔商品的財務、存貨及控制風險（包括存貨管理）以
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善政事務的相關法律及稅項
監管。

財務回顧

股東應佔收益及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約為 13,375,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14,15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經營活動盈利約為 2,76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數字則為虧損 1,216,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約為 2,652,000港元，
而二零二一年之溢利則為 1,856,000港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融資成本約 86,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4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82%。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借款中包括本公司主要股東提
供約 2,782,000港元的貸款。本集團有現金結餘約 1,14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採納審慎庫務政策，以港元或經營附屬公司之本地貨幣維持其現金
結餘，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已發行股本為 20,090,204港元
（二零二一年：20,090,2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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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加債
務淨額之百分比表示）為 97.39%（二零二一年：76.77%）。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十八名（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五十名）僱員，其中五名駐於香港，十二名駐於中國及一名駐於美國。本集團之
薪酬政策符合現行市場慣例，乃按僱員之表現及經驗而制定。僱員之薪金及相
關福利乃視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之一般薪酬架構會逐年檢討。

有關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多間附屬公司撤銷註冊及清盤

董事會議決，為降低本集團營運成本，應將本集團轄下不再為本集團提供增值
或未能為本集團賺取任何收入之附屬公司撤銷註冊或自願清盤。

現正辦理撤銷註冊手續之附屬公司包括：華基亞洲有限公司。

現正辦理自願清盤之附屬公司包括：中國收藏網有限公司及大中華地產網絡有
限公司。

重大訴訟及或然負債

無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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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本公司承諾致力實現並維護高標準之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該等承諾是維持問
責及透明度，並實現股東、客戶、債權人、僱員及其他有關人士間利益平衡之
關鍵。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為確保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董事會將繼續
監管及修訂本公司守則，以令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順應環境變化及符合守則要
求。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守則規
定，惟下列除外：

(i)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
本公司現任之非執行董事並未有指定任期，因此構成對守則條款之偏離。
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 5.67條所載進行買賣之規定準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彼等均已遵守GEM上市現規則第 5.48至 5.67條所載進行買賣之所有
規定準則。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概無獲授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之權
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上述權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
同系附屬公司亦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上述權利。

競爭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
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亦無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
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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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
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於
該條所指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 (c)須根據GEM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
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所持已發行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直接

實益擁有

透過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透過

受控法團 信託受益人 總計

佔本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董事
謝暄先生 – – 51,801,478 – 51,801,478 25.78%

（附註 1）
      

附註 1： 該受控法團為Glamour House Limited，該公司慣性按其唯一董事
及股東謝暄先生之指示行事，並為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67.18%權益的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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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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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並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
作或視作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
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B)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以下人士（本公
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i)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Glamour House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1） 51,801,478 25.78%

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51,789,613 25.78%

Century Fiel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7,630,666 13.75%

附註 1： 該 受 控 法 團 為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Glamour 

House Limited擁有其 67.18%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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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
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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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 2及 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並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
存置於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於任何情況下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之投票權之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權益。

管理層股東

據董事所知，除上文所披露之Asia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Glamour 
House Limited及謝暄先生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直
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 5%或以上之權益及可實際直接主導或影響
本公司管理工作。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代表股東管理本公司事務。董事會認為，以忠誠為原則盡責、勤
勉、謹慎地履行職責，為整體股東創造增值，維護本公司及股東的最佳利益，
乃董事之責任。

董事會共有七名董事，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盧永德先生（主席）、謝暄先生、馮
科博士及黃海濤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巫繼學先生、鄭紅亮先生及
王軼博士）。彼等均為不同領域之專才及根據彼等之專業知識提供獨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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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董事已按年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包括（特別是）財務、營運、合規監控
以及風險管理等職能，並對本集團遵守附於內部監控系統作為一部分的政策之
能力感到滿意。此外，董事信納從事本集團會計及財務申報工作之員工具有足
夠資源、資歷及經驗，亦具有充足培訓課程及預算。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 5.28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王軼博士（委員會主席）、巫繼學先生及鄭紅亮先生，
並已採納監管審核委員會權限及職務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
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業績報
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之初稿，並已就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代表董事會
主席
盧永德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永德先生（主席）、謝暄先生、馮科博士及黃海濤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巫繼學先生、鄭紅亮先生及王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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