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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iSteelAsia.com Limited
（ 亞  洲  鋼  鐵  電  子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
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
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
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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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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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所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創業板上市
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告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
等能瀏覽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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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市場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亞洲
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
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準確完備，且並無誤導；(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
使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已經審慎周詳考慮，並以公平合理
之基準或假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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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811,000,000港元，較去年截至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89.4%。

營業額之年度累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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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亞洲鋼鐵管理層欣然宣佈自二零零零年四月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首年度錄得溢利。
亞鋼集團錄得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約為6,600,000港元，
相比去年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虧損約17,300,000港元之業績有顯著
改善。

股東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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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

即使在中國之鋼材銷售網絡持續擴展及僱員人數已由約52名增至83名，亞鋼集團於截至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成本略為改善至約為33,700,000港元。

經營成本與全年營業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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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

為更貼切反映本集團之現有業務及營運，管理層建議將本公司之名稱及中文名稱分別由
「iSteelAsia.com Limited」及「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更改為「iSteelAsia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亞鋼集團有限公司」作為中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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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洲鋼鐵」）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合稱「本集團」或「亞鋼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二零零二年同期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11,142 428,345
銷售成本 (764,035) (409,665)

毛利 47,107 18,680

其他收入 1,370 2,173
銷售及分銷費用 (6,132) (2,901)
一般及行政費用 (26,794) (30,875)
短期／長期投資減值虧損 (803) (1,722)

經營溢利／（虧損） 14,748 (14,645)
財務費用 (6,284) (4,166)

除稅前溢利／（虧損） 8,464 (18,811)
稅項 4 (1,840) 1,472

除稅後但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6,624 (17,339)
少數股東權益 (34) (1)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6,590 (17,340)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5 0.42仙 (1.14)仙

註：

1. 組織及主要營運

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

立為一間獲豁免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起一直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鋼材產品貿易、提供鋼材產品採購服務、經營電

子商貿縱向入門網站以提供網上鋼材貿易及輔助服務、及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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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本賬目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

標準。於編製賬目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述如下：

a. 量度基準

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除投資以公平值記錄。

b. 新訂／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之採用

由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用以下由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準

則」）：

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會計準則第34號 ： 僱員褔利

除若干呈報因採用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及會計準則第15號（經修訂）而有改變外，採納上述

之新訂／經修訂會計準則對賬目並無重大影響。

於本文呈列之二零零二年度比較數字已計入因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會計準則後所產生的影

響。

c. 綜合基準

綜合賬目包括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之賬目。年內所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自收購

生效日期起計或截至出售生效日期止。本集團內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均於綜合計算時對

銷。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佔附屬公司經營業績及淨資產之權益。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包括 (i)已售出商品扣除退貨及折扣後的發票淨值及(ii)採購及網上鋼材貿易服務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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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要分類

亞鋼集團分三個主要業務分類  —  鋼材貿易、採購服務及投資控股。鋼材貿易業務分類由商

品銷售而產生收入。採購服務業務分類賺取採購與網上鋼材貿易之佣金收入及軟件附屬特許

權費用。投資控股業務分類之收入來自股息收入。按業務分類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鋼材貿易 採購服務 投資控股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客戶銷售 799,970 11,172 — 811,142

分類業績 9,343 6,157 (325) 15,175

其他收入 1,048 — 322 1,370

短期投資減值虧損 — — (803) (803)

未分配企業費用 (994)

經營溢利 14,748

財務費用 (6,284)

稅項 (1,840)

少數股東權益 (34)

股東應佔溢利 6,590

其他資料

資產

分類資產 308,659 2,350 24,271 335,280

未分配資產 3,438

338,718

負債

分類負債 319,083 — — 319,083

未分配負債 4,950

少數股東權益 1,334

325,367

資本開支

分類資本開支 1,881 187 — 2,068

折舊及攤銷

分類折舊及攤銷 600 1,611 — 2,211

主要非現金開支

分類非現金開支

（除折舊及攤銷外） 4,411 193 803 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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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鋼材貿易 採購服務 投資控股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顧客銷售 422,116 6,229 — 428,345

分類業績 (3,563) (10,454) (98) (14,115)

其他收入 2,103 — 70 2,173

長期投資減值虧損 — — (1,722) (1,722)

未分配企業費用 (981)

經營虧損 (14,645)

財務費用 (4,166)

稅項 1,472

少數股東權益 (1)

股東應佔虧損 (17,340)

其他資料

資產

　分類資產 192,769 5,557 28,201 226,527

　未分配資產 499

227,026

負債

　分類負債 207,808 2,320 — 210,128

　未分配負債 5,532

　少數股東權益 1,300

216,960

資本開支

　分類資本開支 88 31 23,501 23,620

折舊及撇銷

　分類折舊及攤銷 414 1,589 — 2,003

主要非現金開支

　分類非現金開支

　（除折舊及攤銷外） — 1,283 1,722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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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次要分類

亞鋼集團之主要活動集中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按地區分類之營業額乃根據貨品付運之目的地、

採購服務及軟件附屬特許權所進行之服務所屬地區，網上佣金收入之賣方所屬地區及提供股

息收入之短期／長期投資之所屬地區而釐定。按地區分類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5,218 735,924 — 811,142

分類業績  (840) 21,860 (5,278) 15,742

未分配企業費用 (994)

經營溢利 14,748

資產 41,464 272,768 24,486 338,718

資本開支 259 1,770 39 2,068

二零零二年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39,892 284,762 3,691 428,345

分類業績 (11,563) 4,950 (7,051) (13,664)

未分配企業費用 (981)

經營虧損 (14,645)

資產 152,237 47,926 26,863 227,026

資本開支 22,584 71 965 2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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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稅項包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撥回 — 1,693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1,840) (221)

(1,840) 1,472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多間於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司須按稅率15%至

33%（二零零二年：15%至33%）繳納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5.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約

6,59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虧損17,34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564,500,000股

（二零零二年：1,527,130,000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及僱員購股權並無攤薄作用，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6.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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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本及儲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本及儲備之變動如下：

股本 儲備

千港元 長期投資 累積外幣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調整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156,450 — 2,700 — — (124,436) (121,736)

股東應佔虧損 — — — — — (17,340) (17,340)

發行股份產生之溢價 — 11,550 — — — — 11,550

發行股份費用 — (451) — — — — (451)

長期投資重估虧絀 — — — (18,552) — — (18,552)

㶅兌調整 — — — — 145 — 145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156,450 11,099 2,700 (18,552) 145 (141,776) (146,384)

股東應佔溢利 — — — — — 6,590 6,590

長期投資重估虧絀 — — — (3,313) — — (3,313)

㶅兌調整 — — — — 8 — 8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156,450 11,099 2,700 (21,865) 153 (135,186) (143,09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洲鋼鐵」）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或
「亞鋼集團」）欣然公佈自二零零零年四月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首個獲利年度。截至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約6,590,000港元。儘管全球及本地經濟均
經歷不明朗之一年，業績比較上年度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約17,340,000港元之
凈虧損有顯著改善。

自亞洲鋼鐵三年前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全球經濟環境一直受到科網股泡沫爆破、
911事件及多間美國大型企業因為管理層及顧問操守出現問題而倒閉等眾多重大事件之困
擾。而最近期爆發之海灣戰爭及非典型肺炎疫症等災難，更進一步拖長此次全球經濟衰
退。面對該等事件及隨之出現之經濟衰退，世界各地之資本市場均急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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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不斷評估經營環境之變動以開拓針對性市場，並尋求鋼材業內之商機。隨著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北京成功申辦二
零零八年奧運會，以及上海成功申辦二零一零年世界博覽會，預計中國將會帶動全球經
濟增長。過去兩年，管理層把「網上貿易平台」之資源重新調配，並集中投入為這個新興
市場之客戶提供增值服務之「增值分銷業務」，而本公司業績得以轉虧為盈正好確認這項
策略之效益。

財務及經營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亞鋼集團錄得約811,000,000港元營業額，較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年度之營業額上升89.4%，連續第二年取得接近100%之全年營業
額增長。該項增長實有賴過去兩年開展且不斷加強實力之專業銷售基礎所帶來之豐碩成
果。過去數年，亞鋼集團不斷拓展中國之銷售分銷網絡，範圍覆蓋北京、上海、廣州、
天津、深圳及重慶等策略性城市。該等城市人口密集，按人口計算之平均每年收入亦為
全中國之冠。該等因素均轉化成為對家庭電器、房地產及建造基礎建設之高度需求，為
鋼鐵之使用提供重要之推動力。由於亞鋼集團能夠把握該等市場商機，因此其股東所得
之回報亦見增加。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約6,590,000港元，反映亞鋼集團去
年採取之調配／重新定位之策略取得成功。未計及銷售存貨成本及財務費用之總成本（「營
運成本」）約為33,72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5,498,000港元），比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上年度略為改善。然而，亞鋼集團已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進行擴充，於廣州、天津、深圳及重慶設立多4個銷售辦事處。員工人數由52人增至83人。
亞鋼集團並為其能有效控制成本而鼓舞，並將藉發揮其成本架構之最大效益，繼續擴大
現時之鋼材貿易網絡，並以通過經濟效益進一步提升經營效率作為目標。雖然亞鋼集團
之主要產品為鋼材及鋼材相關物料，但中國爆發非典型肺炎，尤其在北京／天津鄰近地
區，委實對亞鋼集團業務造成負面影響。於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三月，中國東北部尤其北
京鄰近地區之業務先是由於嚴冬之惡劣天氣，及後因為非典型肺炎爆發而幾乎癱瘓，導
致北京及天津辦事處之需求及營業額異常不振。然而，作為一支共同努力之隊伍，亞鋼
集團網絡內之其他辦事處均能夠持續擴展彼等之業務，吸納北京及天津辦事處之部份閒
置存貨。相對本財政年度首三季，第四季營業額約294,000,000港元，即較首三季增加
56.7%。然而由於存貨須再付運至其他辦事處，累積邊際溢利總額未如理想，從第一季
8.2%、第二季7.5%、第三季5.3%、下跌至第四季3.7%。儘管如此，管理層欣然目睹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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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共同為本集團積極努力，繼續攜手推進業務，令管理層更深刻體會員工投入為精挑
細選之長期客戶提供優質、增值服務之信念。雖然北京及天津地區看來已捱過非典型肺
炎疫況高峰期，而業務亦漸漸恢復正常，加上中國對若干鋼材產品實施之限額制度令價
格回升，管理層仍繼續採取謹慎態度，將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若干存貨成本撇
減約3,900,000港元。

雖然中國擁有龐大潛力乃不容置疑，但同時亦存在潛在高商業風險。呆壞帳及缺乏可達
至專業之應有態度均為中國之非常嚴重問題，並會對業務營運構成致命傷。但願中國中
央政府已著手推行之持續重組／改革將解決該等問題，惟管理層仍採取極保守之方針與
中國客戶進行業務往來。銷售主要以貨到付現（「交貨付現」）及預付按金之付款方式進行。
只有具備雄厚財務實力並已與亞鋼集團建立長期業務關係之客戶，方可獲亞鋼集團給予
信貸期。此嚴謹做法乃亞鋼集團致力為產品定位之成果 — 即在超過3,000種鋼材產品中，
亞洲鋼鐵僅專注其中幾種就產品規格、質素、供應及客戶基礎而言較大路貨品別樹一幟
之產品。

與此同時，就客戶方面而言，亞鋼集團採取精挑細選及直接接洽（甚少聘用中間人）之策
略，專注其中最迅速增長之行業  —  中小型民營企業。該等公司被視為最具競爭力及中
國未來之增長動力。亞鋼集團現時向該等客戶推銷其全方位解決方案，提供物流安排、
鋼材業情報、貨倉服務，並讓此等公司達致「零」庫存。

亞鋼集團一直為目標努力不懈，銳意成為亞洲，尤其中國整個金屬體系中之主要鋼材產
品網絡，並成為其中一間最具效率及成本效益之分銷商以及增值服務供應商。

在回顧期間，亞鋼集團之實際業務進度與之前載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售股章程之業
務目標大致相符。亞鋼集團亦透過持續不懈進行市場推廣，繼續享負代表優質和增值之
盛名。如亞鋼集團之業務目標所述，傳統貿易業務之目標乃服務尚未準備使用網上交易
平台或特別要高度貼身協助之客戶。亞鋼集團相信，透過網絡積極推行市場推廣及以相
宜價格向中國本地最終用戶提供優質進口鋼板，傳統貿易業務會有助拓展中國鋼鐵廠之
出口市場。亞鋼集團曾為並將繼續為中國鋼鐵工業籌辦技術研討會，尤其引進西方技術。
在回顧期間，亞鋼集團已成功在華南地區以外之其他中國地方擴大其客戶基礎。雖然市
場對互聯網態度未算非常積極，惟本集團將繼續緊貼科技尖端把本身網站革新／加強，
並致力以最具成本效益之方式提供優質服務。亞鋼集團繼續實現旨在向鋼材業者提供增
值服務之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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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鋼集團認為互聯網帶來之龐大價值不容忽視。雖然互聯網行業之發展遠較預期緩慢，
而亞鋼集團之現有目標主要為發展售股章程中所提及之一流分銷網絡（「傳統貿易業務」），
惟亞鋼集團將繼續向客戶提供網上服務，以保持其在「商業對商業」領域之知名度。於截
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亞鋼集團直接來自網上鋼材產品業務之收入縱然偏
低，然而，作為亞鋼集團之工具，該平台為本集團之傳統鋼材產品業務提供不菲價值，
使亞鋼集團能夠建立及清楚掌握客戶需求，從而為客戶提供更有效率之服務。此外，該
平台亦可作為互通鋼鐵市場及行業情報之途徑，有助鋼材業者建立社群。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亞鋼集團包括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及短期營運資金銀行貸款
之短期銀行貸款總額約為57,13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64,335,000港元）。短期營運資金
銀行貸款約為18,94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1,580,000港元），按5.0%至5.8%（二零零二
年：年利率4.4%至5.8%）不等之年利率計算利息。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負債資產
比率（短期銀行貸款除以股東權益）約4.28（二零零二年：6.39）。負債資產比率之下降主要
由於業務營運獲得持續改善，而令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有所提高。於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亞鋼集團之主要來自多間銀行之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之銀
行融資總額約為122,54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1,180,000港元）。而當日未動用之信貸約
為37,13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8,582,000港元）。該等融資以(a)亞洲鋼鐵提供之公司擔保
及／或(b)亞鋼集團根據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安排持有之存貨作為擔保。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後，亞鋼集團以亞洲鋼鐵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獲一間中
國銀行授予一筆為數30,000,000元人民幣周轉性營運資金銀行貸款。

亞鋼集團將繼續致力改善其融資能力，並以較穩健及保守之態度擴展業務。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亞鋼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49,240,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49,058,000港元），其中約18,960,000港元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存於中國之多間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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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投資包括Stemcor Holdings Limited（「Stemcor」）及光亞科技有限公司（「光亞」）之股本權益。

根據與Stemcor訂立之股份認購協議，Stemcor給予亞鋼集團認沽期權，據此，亞鋼集團可
要求Stemcor以23,400,000港元（相等於3,000,000美元）購回亞鋼集團所認購之全部股份。亞
鋼集團可於當Stemcor不時之管理賬目所示之股東權益少於15,000,000英鎊之日期或二零零
二年四月三十日前（以較先者為準）及不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行使該項認沽期權。
由於本集團有意行使該項認沽期權，故將該項投資列為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短
期投資。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亞鋼集團收到Stemcor約311,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70,000港元）之股息收入。投資回報約1.33%（二零零二年：0.29%）。亞鋼集團將繼續
發掘不同途徑，增加此項投資之回報。

亞鋼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八月收購光亞約0.23%股本權益，代價約為22,550,000港元，由亞
洲鋼鐵發行及配發普通股全數支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投資重估減值作出
約21,865,000港元撥備後，於光亞之投資約值685,000港元。該項減值已反映於亞鋼集團之
資產值。視為一項長期投資，管理層一直並將會繼續密切注視光亞之業績，並確信光亞
乃實力雄厚之公司，且長遠而言將不會對本集團投資造成任何重大利益損害。再者，董
事相信在營運方面，是次收購乃與區內具有良好業務網絡之公司組成策略聯盟之第一步。

外幣匯兌風險

亞鋼集團之外幣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業務經營。銷售視乎客戶所處地點分別以人民幣、美
元及港元結賬。另一方面，購入之鋼材產品主要以美元支付。由於美元、人民幣及港元
之間匯率波動不大，因此亞鋼集團認為回顧年度之外幣匯兌風險有限。亞鋼集團將繼續
致力管理將來可能出現之外幣匯兌風險。

僱員數目、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亞鋼集團僱用83名員工（二零零二年：52名）。薪酬及年終
花紅按僱員之職位及表現釐定。亞鋼集團向屬下僱員提供在職培訓及訓練資助，另加退
休金計劃及醫療保險。年度產生之總員工成本（包括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14,870,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17,0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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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採納僱員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會
可酌情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僱員／代理／顧問或代表（包括任何執行或非執行董
事）或任何符合新計劃所述遴選標準之其他人士授予購股權。新計劃主要旨在激勵參與者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及／或讓本集團能夠招攬及／或挽留優秀僱員及吸納對本集團有價值
之人力資源。新計劃由採納日期（即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起計有效十年。截至本公告日
期概無按新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未來前景

管理層對亞鋼集團之前景充滿信心。中國鋼鐵工業將繼續由保護性工業發展成為由市場
主導之工業。長遠而言，當地生產之質素將在未來數年間持續獲得提升。而中短期來說，
董事相信鋼材進口將繼續增加，直至當地生產能力及質素符合全球規格及達到全球標準，
並由當地供應取代。因此，作為最終用戶之價值供應商，亞洲鋼鐵將繼續保持靈活性，
並於日後因應需要而靈活變通，以抓緊該等商機。亞鋼集團已走上成功爭取溢利之道路，
並將貫徹其路線，透過本身之擴張，及倘出現合適機會，則透過合併及收購提高股東價
值，及貫徹作為全面增值服務供應商之方針。

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

本集團之業務在過往兩年間已重點發展其中國之傳統鋼材分銷網絡，更透過「傳統貿易業
務」成為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為更貼切地反映現況，管理層建議將本公司之名稱及中文
名稱分別由「iSteelAsia.com Limited」及「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更改為「iSteelAsia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亞鋼集團有限公司」作為中文名稱。

更改名稱及採納中文名稱在香港登記之建議須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以批准
本公司建議之更改名稱，並採納中文名稱在香港登記；及

2. 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批准本公司建議之更改名稱。

更改本公司名稱及採納中文名稱在香港登記之建議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之任何權利。
本公司現有名稱印製之全部現有已發行股票，於更改名稱及採納中文名稱生效後，將繼
續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之所有憑證，並可作為買賣、交收及登記之有效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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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建議更改名稱及採納中文名稱在香港登記詳情之通函將於稍後連同截至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及認股權證持有人。

本公司將於新公司名稱生效之時另行刊發有關新公司名稱生效日期及有關本公司證券在
聯交所創業板成交及買賣安排之公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購入、售出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9條所載之「董事會的
常規及程序」；惟非執行董事並無獲委任指定年期，而須根據本公司細則於週年大會上輪
席告退以便進行重選。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行政總裁

萬家樂

香港，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六日

本公告將於其張貼日起計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刊
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