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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iSteelAsia Holdings Limited
（亞鋼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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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過往溢利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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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須瀏覽創業板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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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鋼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
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亞鋼集團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
事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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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及(3)本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
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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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營業額

上半年銷售收益已超逾去年之全年營業額，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較去年同期上升138%，升至大約81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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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扣除財務費用前之經營溢利僅約
35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97%。因此，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3,526,000港
元，而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約6,783,000港元。經營
溢利之削減乃由於北京及天津等地區受到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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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

經營成本與營業額之比率已由二零零二年初之5.80%下降，並穩定於大約2%之水平，反
映本集團成功按規模經濟善用資源，以達致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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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亞鋼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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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
二零零二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 銷售 804,810 335,359 409,275 162,716
— 佣金 8,516 6,941 6,016 2,179

銷售成本 (795,285) (315,306) (407,682) (152,462)

毛利 18,041 26,994 7,609 12,433

其他收入 526 850 141 404
銷售及分銷費用 (3,493) (2,262) (2,004) (358)
一般及行政費用 (14,715) (14,189) (7,551) (6,139)
一項投資減值虧損 — (688) — (344)

經營溢利／（虧損） 359 10,705 (1,805) 5,996
財務費用 (4,183) (2,867) (2,155) (1,587)

除稅前（虧損）／溢利 (3,824) 7,838 (3,960) 4,409
稅項 4 (295) (588) (280) (581)

除稅後但未計少數股東
權益前（虧損）／溢利 (4,119) 7,250 (4,240) 3,828

少數股東權益 593 (467) 89 (314)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526) 6,783 (4,151) 3,514

每股（虧損）／盈利 5

—  基本 (0.23) 仙 0.43 仙 (0.27) 仙 0.22 仙

—  攤薄 不適用 0.43 仙 不適用 0.22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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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傢具及設備 3,458 3,230
網站開發成本 328 918
長期投資 1,199 685

非流動資產總額 4,985 4,833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23,400 23,400
存貨 156,747 155,229
預付款項及按金 25,019 19,359
購貨按金 70,792 49,232
應收賬款及票據 7 62,039 37,42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554 —
現金及其他銀行存款 87,065 49,240

流動資產總額 438,616 333,885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貸 (68,165) (57,134)
應付賬款及票據 8 (335,876) (232,003)
其他應付款項 (3,780) (3,618)
應計負債 (2,107) (1,872)
預收款項 (21,719) (28,391)
應繳稅項 (802) (1,015)

流動負債總額 (432,449) (324,033)

流動資產淨額 6,167 9,8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52 14,685
少數股東權益 (741) (1,334)

資產淨額 10,411 13,351

包括：
股本 156,518 156,450
儲備 (146,107) (143,099)

股東權益 10,411 13,351



— 6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資產重估 累積㶅兌 累積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 調整 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結餘，二零零二年
　四月一日 156,450 11,099 2,700 (18,552) 145 (141,776) 10,066
期內純利 — — — — — 6,783 6,783
一項長期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3,598) — — (3,598)

結餘，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156,450 11,099 2,700 (22,150) 145 (134,993) 13,251
期內虧損 — — — — — (193) (193)
㶅兌調整 — — — — 8 — 8
一項長期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285 — — 285

結餘，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156,450 11,099 2,700 (21,865) 153 (135,186) 13,351

期內虧損 — — — — — (3,526) (3,526)
㶅兌調整 — — — — 4 — 4
一項長期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514 — — 514
因行使認股權證而發行股份 68 — — — — — 68

結餘，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156,518 11,099 2,700 (21,351) 157 (138,712) 10,411



— 7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1,160 30,802

投資活動所使用之現金淨額 (880) (233)

融資活動所使用之現金淨額 (2,455) (17,20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37,825 13,366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代表現金及其他銀行存款 49,240 49,05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代表現金及其他銀行存款 87,065 6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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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乃按照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頒佈之會計標準編

製。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賬目應與二零零三年年度之賬目一併閱讀。

編製本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所採用

者一致，惟本集團因採納由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會計準則第12號」）而改變遞延稅

項之會計政策外，該等會計準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往年度，遞延稅項乃因應就課稅而計算之溢利與賬目所示之溢利二者間之重大時差，拫據預期於可

預見將來支付或可收回之負債或資產而按現行稅率提供。根據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遞延稅項

採用負債法就資產負債之稅基與它們在賬目之賬面值兩者之短暫時差作全數撥備。遞延稅項採用在

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稅率釐定。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有可能將未來應課稅溢利與可動用之短

暫時差抵銷而確認。

採納之會計準則第12 號（經修訂）構成會計政策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故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經修

訂之政策。採納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對本集團於現行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2. 綜合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亞鋼集團之賬目。期內所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自收購或出

售生效日期起計。集團內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均於綜合計算時對銷。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代表 (i)已售出商品扣除退貨及折扣後之發票淨值及(ii)採購及網上鋼材貿易服務佣金。

主要分類按主要產品及營運單位定義，而次要分類按地理位置定義。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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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網上鋼材貿易之佣金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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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鋼材貿易 採購服務 投資控股 總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客戶銷售 808,490 335,359 4,836 6,941 — — 813,326 342,300

分類業績 (1,009) 15,509 1,350 (4,604) (26) (27) 315 10,878

其他收入 264 539 — — 262 311 526 850

一項投資減值虧損 — — — — — (688) — (688)
未分配企業開支 (482) (335)

經營溢利 359 10,705
財務費用 (4,183) (2,867)

稅項 (295) (588)

少數股東權益 593 (467)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526) 6,783

資本支出  —

分類資本開支 978 1,084 10 31 — — 988 1,115

折舊及攤銷  —
分類折舊及攤銷 533 261 600 791 — — 1,133 1,052

主要非現金支出  —

分類非現金支出
（折舊及攤銷除外） — — — — — 688 —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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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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服務所進行之所屬地區、網上佣金收入之賣方之所屬地區而釐定。按地區分類之分析如

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總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577 50,251 800,749 291,967 — 82 813,326 342,300

分類業績 (153) (4,047) 3,981 20,314 (2,987) (5,227) 841 11,040

未分配企業費用 (482) (335)

經營溢利 359 10,705

資本支出 256 68 722 1,033 10 14 988 1,115

4. 稅項

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295 588 280 581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三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二年：無）。多間於中國內地成

立之附屬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按稅率由15至33%之間（二零零二年：15%至33%）。

5.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分別根據截至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約3,52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溢利

6,783,000港元）及4,15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溢利3,514,000港元）及分別根據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

均數1,564,679,987股（二零零二年：1,564,500,000股）及1,564,855,051股（二零零二年：1,564,500,000

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認權證及僱員購股權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及三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攤簿盈利，乃分

別根據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約6,783,000港元及3,514,000港元及分別根據期內已存在股份之加

權平均數1,594,422,131股及1,616,650,000股計算，並分別已對就尚未行使認股權證之所有潛在具攤

薄作用之29,922,131股及52,150,000股股份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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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7. 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綜合）包括：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應收賬款及票據 62,396 37,782

減：呆壞賬撥備 (357) (357)

62,039 37,425

亞鋼集團選擇客戶給予信貸期，而授予該等客戶信貸期介乎30日至90日不等。應收賬款及票據（綜

合）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1至90日 59,467 35,393

91至180日 1,992 1,883

超過180日 937 506

62,396 37,782

8. 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綜合）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1至90日 177,081 126,888

91至180日 60,726 67,157

超過180日 98,069 37,958

335,876 2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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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倘有一方能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可對另一方在作出財務及經營之決定時可行重大影響力者，則

被視為關連人士。倘各方均受共同控制或受共同重大影響，亦被視為關連人士。與關連人士進行之

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關連人士名稱／交易性質 千港元 千港元

萬順昌行有限公司 (i)

— 由亞鋼集團作出之購貨 105,591 113,818

— 由亞鋼集團取得之採購服務佣金 1,079 1,117

— 向亞鋼集團收取之利息 2,881 2,073

— 向亞鋼集團收取之行政費用 180 180

祖盛企業有限公司 (i)

— 向亞鋼集團收取之租金費用 117 300

— 向亞鋼集團收取之差餉、管理費及水電費用 45 44

註：

(i) 萬順昌行有限公司及祖盛企業有限公司乃由本公司主要股東Van Shung Chong (B.V.I.) Limited

全資擁有及控制。

10.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歸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列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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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財務及業務表現

於二零零三年／零四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亞鋼集團成功保持其業務增長趨勢。上半年銷
售收益已超逾去年之全年營業額，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較去年同
期上升138%，升至大約813,000,000港元。此增長乃中國鋼材市場需求殷切所致，亦正好
確認本集團在開展具備穩固市場覆蓋面之銷售基礎方面的投資，同時反映中國鋼材市場
之龐大發展潛力。雖然營業額有所增長，但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未扣除財務費用前之經營溢利僅約35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97%。因此，本集團
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3,526,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
股東應佔溢利約6,783,000港元。如此業績實在令人感到失望，管理層已致力調查原因。
於回顧期內，經營環境受到非典型肺炎疫症嚴重影響，情況較管理層預期更為嚴重，尤
其在北京及天津。由於當局實施之城市間隔離措施令該等城市之業務癱瘓，需求跌至近
零，以致對市場價格構成不利影響，故客戶對本集團鋼材產品之需求亦受到影響，此乃
由於客戶拒絕經商，導致存貨囤積所致。雖然已採取不同的措施以爭取客戶履行已訂立
之合約，但結果仍然叫人失望。經營分銷之北京及天津辦事處一向之客戶為當地交易商，
而非「最終用戶」或製造商。因此，客戶對上述兩間辦事處之需求大幅波動，而於爆發非
典型肺炎疫症期間更下跌至非常有限之水平。誠如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刊發
之第一季業績報告中所述，這種不利環境嚴重削弱本集團之毛利，因為本集團為維持本
集團之存貨周轉率及流通量而將受影響地區之存貨轉運至受影響程度較低或不受影響地
區，以致產生額外之運貨成本。儘管各辦事處在如此困難時期仍團結一致以減少損失，
對本集團帶來極大鼓舞，但毛利驟跌無疑對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極大打擊。而北京及
天津辦事處所面對之短暫性不利經營環境，更無可避免地影響本集團，拖低本集團之整
體盈利能力。管理層經過非典型肺炎後，汲取了經驗，懂得客戶喜好及產品與地區多元
化之重要性。本集團現正對其客戶基礎及資源分配進行評估，以加強對處理逆境（如非典
型肺炎）之應變能力。

自二零零二年起，亞鋼已策略性地拓展其銷售分銷網絡，範圍覆蓋北京、上海、廣州、
天津、深圳及重慶等人口密度最高之城市。該等城市發展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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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能夠把握該等市場商機，並
於長遠增加其股東之回報。雖然過去六個月之業績略為遜色，但管理層相信上述影響屬
暫時性，而隨著未來幾年之重大發展，本集團之基礎建設將準備就緒，善用這些機會及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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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計及銷售存貨成本及財務費用之總成本（「經營
成本」）約為18,2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總成本增加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北京及天
津辦事處所產生之額外存貨處理成本，以及支持營業額迅速增長所需之一般銷售及分銷
開支所致。若以營業額作為基礎因素，則經營成本與營業額之比率已由二零零二年初之
5.80%下降，並穩定於大約2%之水平，反映本集團成功按規模經濟善用資源，以達致業務
增長。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亞鋼集團之短期銀行借貸總額（包括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及短期
營運資金銀行貸款）約為68,165,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7,134,000港元）。
短期營運資金銀行貸款為23,672,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8,947,000港元），
年利率由4.54厘至5.84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利率5.04厘至5.84厘）。於二零
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短期銀行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約6.55倍（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4.28倍）。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亞鋼集團就透支、貸款、備用信用
狀及貿易融資向多間銀行取得之銀行信貸總額約202,49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122,540,000港元）。同日之未動用信貸約55,679,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37,131,000港元）。該等信貸乃以(a)亞鋼提供之公司擔保及／或(b)根據信託收據銀行
貸款安排所持之亞鋼集團存貨及／或(c)已抵押現金約13,554,000港元作為抵押（於二零零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外幣匯兌風險

亞鋼集團之業務主要以港元、美元（「美元」）及人民幣（「人民幣」）交易。亞鋼集團之現金
及銀行存款（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結賬。亞鋼集團之外幣匯
兌風險主要來自業務經營。銷售大多以人民幣及美元結賬。另一方面，購入鋼材產品主
要以美元支付。亞鋼集團將密切留意美元兌人民幣之匯率變動，並作出所需對沖安排以
減低外幣匯兌波動之風險。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亞鋼集團僱用95名員工（二零零二年：61名）。截至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之總員工成本（包括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8,064,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6,905,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銀行向其附屬公司提供之銀行信貸提供公司擔保
約18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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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承擔並無重大變動。

未來前景

儘管第二季業績未如理想，鑑於中國之宏觀環境，管理層對亞鋼集團未來作為中國之主
要鋼材分銷商仍抱樂觀態度。中國之鋼材市場越來越備受世界鋼材市場重視。而根據已
刊登之二零零二年統計數字，中國不僅為世界最大之鋼材生產國，更為世界鋼材經營商
中鋼材使用量及鋼材進口量最高之國家。

根據最近期之統計數字，中國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之未提煉之鋼材生產約達160,000,000噸，
較去年之數字高出21.64%。顯然中國具有龐大發展潛力。

亞鋼集團將繼續發掘各種途徑以提升業務並為股東增值，並以一全面增值服務供應商經
營業務，如時機適合，則透過合併及收購或其他合作方式以取得增長。亞鋼集團亦承諾
將善用其資源及公司架構，以達致最佳營運效率，並為未來增長建立穩固客戶基礎，例
如資源主要分配到其他運作辦事處以持續彼等之增長，北京及天津辦事處則採取審慎策
略，盡量消耗彼等之存貨水平。在該兩大城市之業務復甦之帶動下，尤其舉辦二零零八
年北京奧運掀起之熱潮，本集團對北京及天津地區將充滿商機持樂觀態度。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再次感謝世界各地之供應商及客戶多年來對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之信
賴及支持。本人亦藉此機會向對亞鋼集團一直充滿信心之股東及竭誠盡責之全體員工衷
心致謝。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AFAC Equity，L.P.（一間於美利堅合眾國特拉華州
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合夥商行）（「認購者」）及麥肯錫公司（一間於美利堅合眾國特拉華州
註冊成立之公司）（「麥肯錫」）就認購者按3,120,000港元之總認購價（即每股認購股份0.10
港元之代價）認購31,200,000股本公司之新股份簽訂認購協議。進行認購乃為全數繳清本
公司現時欠付麥肯錫為數400,000美元（相等於約3,120,000港元）之全部未償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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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包括
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呈報之被假設或視為擁
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0條至第5.58條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呈報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股份數目及 認股權證
姓名 權益類別 董事應佔權益 持股之概約百分比 數目 購股權數目 累計權益

（附註1） （附註2）

姚祖輝先生 －TN Development 被視作擁有之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 204,435,920
所持之公司權益 權益（間接）
（附註3）

－Huge Top所持 超過三分之一 159,811,344 (10.21%) 31,962,268 — 191,773,612
之公司權益 （間接）
（附註4）

－VSC BVI所持 透過Huge Top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 361,231,200
之公司權益 （間接）
（附註5）

－Right Action所持 100%（直接） 102,400,000 (6.55%) 20,480,000 — 122,880,000
之公司權益
Action（附註6）

－個人權益 100%（直接） — (—) — 5,000,000 5,000,000
 （附註7）

728,412,944 (46.54%) 151,907,788 5,000,000 885,32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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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及 認股權證
姓名 權益類別 董事應佔權益 持股之概約百分比 數目 購股權數目 累計權益

（附註1） （附註2）

姚潔莉女士 －TN Development 被視作擁有之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 204,435,920
所持之公司權益 權益（間接）
（附註3）

－Huge Top所持 超過三分之一 159,811,344 (10.21%) 31,962,268 — 191,773,612
之公司權益 （間接）
（附註4）

－VSC BVI所持 透過Huge Top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 361,231,200
之公司權益 （間接）
（附註5）

－個人權益 100%（直接） — (— ) — 7,500,000 7,500,000
（附註7）

626,012,944 (39.99%) 131,427,788 7,500,000 764,940,732

萬家樂女士 －個人權益 100%（直接） — (— ) — 7,000,000 7,000,000
（附註7 & 8）

時大鯤先生 －個人權益 100%（直接） — (— ) — 2,000,000 2,000,000
（附註8）

附註：

1. 該等股份乃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2. 本公司之認股權證（「認股權證」）已上市及授予持有人以0.10港元（可予調整）現金認購價認購股份，

並可由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內行使。該等認股權證為實物結算股本衍生

工具。

3.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TN Development Limited（「TN Development」）擁有165,175,600股股份及

39,260,320份認股權證。Van Shung Chong (B.V.I.) Limited（「VSC BVI」）擁有TN Development已發行

股本54%，而姚祖輝先生擁有TN Development 已發行股本10%。TN Development 之董事會只由姚

祖輝先生及姚潔莉女士組成。前述董事於本公司證券之該等權益乃屬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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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Development 持有的所有股份為或擬為指定僱員和創立會員在若干情況下分別根據購股權協議

及收入選擇權協議行使購股權時發行的股份。詳情已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刊發的售股章程中披

露。成立TN Development 之唯一目的為向本公司僱員及創立會員提供推動力，與此同時，亦不會

對本公司的公眾投資者帶來攤薄影響。

4.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Huge Top Industrial Ltd.（「Huge Top」）擁有159,811,344股股份及31,962,268

份認股權證。姚祖輝先生直接持有10%及透過Perfect Capital International Corp. （「Perfect Capital」）

間接擁有Huge Top已發行股本逾三分之一。姚祖輝先生擁有Perfect Capital全部已發行股本，Huge

Top之董事會只由姚祖輝先生及姚潔莉女士組成。前述董事於本公司證券之該等權益乃屬公司權益。

5.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VSC BVI擁有301,026,000股股份及60,205,200份認股權證而Huge Top則

擁有萬順昌集團有限公司（「萬順昌」）之已發行股本約55.04%。姚祖輝先生及姚潔莉女士均為萬順

昌之董事。VSC BVI為萬順昌之全資附屬公司。VSC BVI之董事會由姚祖輝先生及姚潔莉女士組

成。前述董事於本公司證券之該等權益乃屬公司權益。

6.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Right Action Offshore Inc.（「Right Action」）擁有102,400,000股股份及

20,480,000份認股權證。姚祖輝先生擁有Right Action全部已發行股本，亦為該公司的唯一董事。該

等權益乃屬公司權益。

7. 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已獨立在下節「購股權計劃」披露。

8. 向TN Development購買股份之僱員購股權

僱員購股權數目

姓名 期初 期內行使 期終

萬家樂女士 20,480,000 (20,480,000) —

時大鯤先生 2,000,000 — 2,000,000

附註：

(i) 根據兩份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訂立之購股權協議，萬家樂女士及時大鯤先生分別各自獲

授予購股權，可按行使價每股0.054港元向TN Development分別購買30,720,000股股份（於二零

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無）及2,000,000股股份。每份購股權可按以下方式全面或部份行使：

(a)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至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期間，持有人最多可行使可認購三份

之一此等股份的購股權。

(b)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二日期間，持有人最多可行使可認購三份

之二此等股份的購股權（以按照上文 (a)段以尚未行使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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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三日至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二日期間，持有人可悉數行使購股權（以

按照上文 (a)及 (b)段以尚未行使者為限）。

(ii) 上述所有購股權乃非上市並為實物結算股本衍生工具。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呈報之被假設或視
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
益或淡倉，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0條至第5.58條規定所載有關董事的最低買賣標
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已於上文披露權益的該等董事及本公
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第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內董事已持有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
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地持有已發行股本面值的10%或以上權益，並可於任何情況下，
有權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權益

股份數目及 認股權證
名稱／姓名 權益類別 持股之概約百分比 數目 累計權益 附註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VSC BVI －直接擁有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361,231,200

－被視為透過TN Development間接擁有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204,435,920

466,201,600 (29.78%) 99,465,520 565,667,120 1

萬順昌 －透過VSC BVI間接擁有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361,231,200

－被視為透過TN Development間接擁有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204,435,920

466,201,600 (29.78%) 99,465,520 565,667,120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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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及 認股權證
名稱／姓名 權益類別 持股之概約百分比 數目 累計權益 附註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Huge Top －直接擁有 159,811,344 (10.21%) 31,962,268 191,773,612

－透過VSC BVI間接擁有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361,231,200

－被視為透過TN Development間接擁有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204,435,920

626,012,944 (39.99%) 131,427,788 757,440,732 1, 2 & 3

Perfect Capital －透過Huge Top間接擁有 159,811,344 (10.21%) 31,962,268 191,773,612

－透過VSC BVI間接擁有 301,026,000 (19.23%) 60,205,200 361,231,200

－被視為透過TN Development間接擁有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204,435,920

626,012,944 (39.99%) 131,427,788 757,440,732 1, 2 & 3

TN Development －直接擁有 165,175,600 (10.55%) 39,260,320 204,435,920 4

本公司之其他股東

Right Action －直接擁有 102,400,000 (6.54%) 20,480,000 122,880,000

附註：

1.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VSC BVI擁有 TN Development股本 54%，因此被視為擁有由 TN

Development 所持的165,175,600股股份及39,260,320份認股權證權益。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VSC

BVI直接擁有 301,026,000股股份及 60,205,200份認股權證，因此，VSC BVI直接及間接合共擁有

466,201,600股股份及99,465,520份認股權證的權益。

2. 萬順昌擁有VSC BVI全部已發行股本，萬順昌因此被視為擁有合共466,201,600股股份及99,465,520

份認股權證的權益。

3.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Perfect Capital擁有Huge Top股本逾三份之一。Huge Top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實益擁有萬順昌已發行股本約55.04%權益，因此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Perfect Capital

及Huge Top被視為擁有由TN Development 所持的165,175,600股股份及39,260,320份認股權證權益，

以及由VSC BVI所持的301,026,000股股份及60,205,200份認股權證權益。於同日，Huge Top亦直接

擁有159,811,344股股份及31,962,268份認股權證，因此，Huge Top直接及間接合共擁有626,012,944

股股份及131,427,788份認股權證權益，而Perfect Capital間接擁有相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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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N Development 持有的所有股份為或擬為指定僱員和創立會員在若干情況下，根據購股權協議及

收入選擇權協議行使購股權時發行的股份。詳情已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刊發的本公司售股章程

中披露。成立TN Development之唯一目的為向本公司僱員及創立會員提供推動力，與此同時，亦不

會對本公司的公眾投資者帶來攤薄影響。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已於上文披露權益的該等董
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或淡倉，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內董事已持有
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地持有已發行股本面值的10%或以上權
益，並可於任何情況下，有權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批准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條款，本公司董
事會可酌情邀請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全職僱員（包括任何執行董事）接納
購股權，以認購股份。舊計劃之股份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上市後生效。

根據舊計劃，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若干董事獲授予及所持有可認
購股份之購股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期內

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未獲准行使期 行使期 期初 行使／失效 期終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姚祖輝先生 二零零零年 0.485港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 二零零一年 5,000 — 5,000
十一月七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八日至

十一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姚潔莉女士 二零零零年 0.360港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 二零零一年 2,500 — 2,500
七月三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月一日至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零零年 0.485港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 二零零一年 5,000 — 5,000
十一月七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八日至

十一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萬家樂女士 二零零零年 0.360港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 二零零一年 2,000 — 2,000
七月三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月一日至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零零年 0.485港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 二零零一年 5,000 — 5,000
十一月七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八日至

十一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小計 19,500 — 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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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期內

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未獲准行使期 行使期 期初 行使／失效 期終
千份 千份 千份

僱員：—

共計 二零零零年 0.360港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 二零零一年 16,350 — 16,350
七月三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月一日至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共計 二零零零年 0.485港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 二零零一年 56,150 — 56,150
十一月七日 至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八日至

十一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二日

小計 72,500 — 72,500

舊計劃總計 92,000 — 92,000

於期內並無購股權按舊計劃獲授予、行使、失效或註銷。舊計劃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
日終止。隨着舊計劃之終止，再無購股權按此授出，但舊計劃之條款仍然生效，而所有
於該終止日前授出之購股權仍然有效，並可按其條款行使。本公司自二零零二年六月十
日已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以取代舊計劃，藉此符合目前之創業板上市規則
要求。直至本公告日期，仍未有按新計劃而授出任何購股權。上述所有購股權乃非上市
並為實物結算股本衍生工具。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Ralph David Oppenheimer先生為Stemcor Holdings Limited之主席及
最高行政人員。Stemcor Holdings Limited 之主要業務為國際鋼材貿易。姚祖輝先生及姚
潔莉女士分別為本公司之主席及副主席，並分別為萬順昌之主席及副主席，而萬順昌亦
經營鋼材貿易業務。董事相信，該等業務有可能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然而，董事
亦認為Oppenheimer先生、姚先生及姚小姐於鋼材業具備之寶貴經驗，將有助本集團拓展
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或其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對本集團構成或可能構成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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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入、售出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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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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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建議之準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職權。審核
委員會之職責包括檢討本公司之年報及季度審核，並就有關該等報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同時負責檢討及監管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
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馬景寕先生及黃英豪先生。本公司現正提呈之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賬目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行政總裁

萬家樂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此公佈由其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刊登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
告」網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