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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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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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毋須在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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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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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秉承亞洲鋼鐵的「建基亞洲、邁向全球」的策略，亞洲鋼鐵將繼續在中國開發分銷網絡，

並發展其科技核心優勢，為鋼材業的參與者提供物超所值的服務。

• 二零零二財政年度營業額較二零零一財政年度增加超過133%至約428,000,000港元。

• 二零零二財政年度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7,340,000港元，較二零零一財政年度減少超過

84%。

• 不包括銷售存貨成本之總營運成本約為35,498,000港元，較二零零一財政年度節省超

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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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零一年同期的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銷售 422,116 169,737
—  佣金及服務費 4,049 13,592
—  軟件附屬特許權費 2,180 —
—  股息收入 70 —

2 428,415 183,329

銷售存貨成本 (409,665) (164,093)
員工成本 (16,800) (34,308)
研究及開發開支 (976) (24,849)
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開支 (207) (13,836)
網站開發成本攤銷 (1,291) (3,160)
網站開發成本撇銷及減值虧損 — (32,015)
傢具及設備折舊 (712) (551)
長期投資減值虧損 (1,722) —
其他經營開支 (13,790) (23,379)

經營虧損 (16,748) (112,862)
利息收入 2,103 4,309
利息開支 (4,166) (1,090)
發行股份開支撇銷 — (2,391)

除稅前虧損 (18,811) (112,034)
稅項 3 1,472 (2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7,339) (112,054)

少數股東權益 (1) —

股東應佔虧損 (17,340) (112,054)

每股虧損  —  基本 4 (1.14)仙 (7.7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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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除長期投資以公平值記錄
外，本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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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採購及網上鋼材貿易服務佣金、
(iii)軟件附屬特許權費及 (iv)來自長期投資之股息收入。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分三個主要業務分類－鋼材貿易、採購服務及投資控股。鋼材貿易業務分類之收入來
自銷售商品。採購服務業務分類賺取採購和網上鋼材貿易之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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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材貿易 採購服務 投資控股 總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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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營業額 422,116 169,737 6,229 13,592 70 — 428,415 183,329

營運業績
分類業績 (3,563) (8,487) (10,454) (100,178) (1,750) (1,877) (15,767) (110,542)

未分配企業開支 (981) (2,320)

經營虧損 (16,748) (112,862)

利息收入 2,103 4,309

利息開支 (4,166) (1,090)

發行股份開支撇銷 — (2,391)

稅項 1,472 (20)

少數股東權益 (1) —

股東應佔虧損 (17,340) (112,054)

其他資料
資本支出  —

分類資本開支 105 589 14 38,118 23,501 24,974 23,620 63,681

折舊及攤銷  —

分類折舊及攤銷 414 142 1,589 3,569 — — 2,003 3,711

主要非現金支出  —

分類非現金支出
（除折舊及
攤銷） — 1,033 1,283 32,124 1,722 — 3,005 3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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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類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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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方佣金收入所屬地區、軟件附屬特許權費之客戶所屬地區及來自長期投資之股息收入之所
屬地區而釐定。按地區分類之分析如下：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總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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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62 3,831 284,762 169,174 3,691 10,324 428,415 183,329

經營（虧損）溢利 (12,434) (64,903) 3,739 3,159 (8,053) (51,118) (16,748) (112,862)

資本支出 22,584 2,922 71 583 965 60,176 23,620 63,681

3. 稅項

稅項包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  香港利得稅撥回 1,693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1) 20

1,472 —

本公司獲豁免繳交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利得稅根據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計算。多間於中國內地經營的附屬公司須按稅率15至33%（二零零一
年－33%）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4.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虧損約17,340,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112,05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527,130,000股（二零零
一年－1,445,430,000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的僱員購股權並無攤薄作用，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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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6. 股本及儲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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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累積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調整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結餘，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 145,450 — 2,700 — — 2,700

因股份配發而發行 11,000 — — — — —
股份配發收入 — 11,550 — — — 11,550
配發開支 — (451) — — — (451)
長期投資之重估虧絀 — — — (18,552) — (18,552)
㶅兌調整 — — — — 145 145

結餘，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156,450 11,099 2,700 (18,552) 145 (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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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鋼材產品貿易及分銷、提供採購服務以及經營電子貿易縱向入門網站，為鋼材業提供

網上鋼材貿易及電子貿易服務。亞洲鋼鐵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零二財政年度」）面對非常艱困之經營環境。

全球鋼材價格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前在歷史性低位徘徊，加上多國政府插手干預，例如美

國實施201條款以及歐盟之反傾銷投訴，均使鋼材市場前景不明朗。然而，借助中國於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加上中國內地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之

機會，本集團能集中資源以配合中國內地之需求增長。

財務及經營回顧

本公司管理層欣然宣佈，雖然全球鋼材市場欠佳，然而本公司於二零零二財政年度之營業

額仍然取得穩健增長。二零零二財政年度營業額較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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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財政年度」）增加超過133%至大約428,000,000港元。二零零二財政年度股東應

佔虧損約為17,340,000港元，較二零零一財政年度減少超過84%。不包括銷售存貨成本之總

營運成本約為35,498,000港元，較二零零一財政年度節省超過73%。成本效益得以改善，主要

是由於整個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成功推行注重溢利計劃所致。由於全體員工均貫徹該計

劃之精神，本公司可在毋須大規模瘦身之情況下重新調配資源，達致節省成本、增加銷售之

效果。為把握中國內地之商機，本公司於上海、天津、北京及廣州四個中國主要城市設立地

區銷售辦事處。按本集團之地區營業額分析，約284,762,000港元營業額來自中國內地市場，

相等於二零零二財政年度總營業額約66%。在組織結構方面，亞洲鋼鐵維持精簡靈活之公

司架構，只有三層匯報機制，而約有84%員工專門進行銷售及向客戶提供增值服務，而駐中

國內地向客戶提供服務之員工約佔員工總數67%。亞洲鋼鐵集中經營高增值產品，主要供

應建築業以及用於生產電腦外殼及系統設備外殼等大型家電及高科技產品之用。本集團預

期建築及汽車業將成為核心業務之增長動力。二零零二財政年度之營業額大部份來自傳統

鋼材貿易業務，而網上鋼材貿易業務之佣金收入約為1,608,000港元，僅相等於二零零二財

政年度總營業額0.4%。網上鋼材貿易業務佔營業額之比例偏低，主要原因在於互聯網業發

展未如預期迅速，而各增值服務供應商仍未全面發揮互聯網的功能，然而本集團仍然堅信

「商業對商業」網上貿易最終將為鋼材業參與者提供實際之成本效益。目前，本集團將繼續

透過網上及傳統貿易，向鋼材貿易行業之客戶提供服務。本集團將於日後透過電子分銷／

電子集成或傳統服務，成為供應商及用家之「增值服務供應商」。當客戶將業務轉移在網上

進行，亞洲鋼鐵即可在貿易及企業資源管理系統（「ERP」）平台等方面為彼等提供支援。

一如所有貿易公司，亞洲鋼鐵作為鋼材貿易及分銷公司之資產基礎偏低。採購鋼材產品所

需資金主要來自香港銀行所提供短期信托收據貸款。鋼材產品主要入口至中國內地，屬於

製造大型家電及高科技產品之優質原料。主要付款方式為貨到付現或預付按金，只有與本

集團已保持長期業務關係並具備雄厚財務實力之客戶，方可按發票指定記賬期付款。於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順德市樂從鎮登峰鋼鐵貿易有限公司（「順德」）、寶途

有限公司（「寶途」）及祥興鋼鐵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祥興」）之賬款分別約為38,680,000

港元、5,480,000港元及12,920,000港元。順德、寶途及祥興之結欠分別相等本集團於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有型資產淨值約490%、69%及164%。順德、寶途及祥興為本公

司客戶，與本集團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以及彼

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並無關連。與順德、寶途及祥興之銷售交易乃

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行，而應收賬則按行業慣例及與客戶公平磋商協定之付款方式結賬。

由於交易結餘欠賬期未超逾與客戶協議之付款期，故此不計利息。上述三名客戶均無就銷

售交易作出擔保。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並無該等客戶之壞賬，亦無發現或認為該等客戶會有

嚴重收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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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包括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及短期營運資金銀行貸款在內之本集

團短期銀行借貸總額約為64,335,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  24,489,000港元）。短期營運資金

銀行貸款為11,580,000港元，按4.35%至5.84%不等之年利率計算利息。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後，在放款銀行同意不徵收提早還款之罰款下，已全數償還7,800,000港元定期貸

款，其餘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負債資產比率（短期銀行

借貸除以股東權益）約為6.39（二零零一年  —  1.03）。負債資產比率之增加主要由於二零

零二財政年度大幅擴展傳統鋼材貿易業務所致。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來自

多間銀行之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等銀行信貸合計約為91,18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

99,423,000港元）。同日，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8,58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  54,349,000

港元）。該等信貸以(a)亞洲鋼鐵之公司擔保及／或(b)本集團根據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安排持

有之存貨及／或 (c) Stemcor Holdings Limited（「Stemcor」）股份之認沽期權作為擔保。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49,05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

28,516,000港元），其中約17.3%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存放於中國之銀行。

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包括光亞科技有限公司（「光亞」）及Stemcor之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本集團與Stemcor訂立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認購協議」），本集團同

意以3,000,000美元代價認購若干Stemcor股份（「A組股份」），而Stemcor同意給予本集團兩

項購股權，可分別以總代價5,000,000美元（「B組購股權」）及8,000,000美元（「C組購股權」）

額外認購Stemcor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B組及C組購股權均已逾期，

而本集團並無額外認購Stemcor股份。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Stemcor給予本集團認沽期權，本集團可要求Stemcor以3,000,000美元購

回本集團所認購之全部A組股份。本集團可於當Stemcor不時之管理賬目所示之股東資金少

於15,000,000英鎊之日期或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前（以較早者為準）及不遲於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行使該項認沽期權。本集團已將上述認沽期權之利益抵押，作為本集團若干

銀行信貨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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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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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

發行及配發本公司普通股全數支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投資重估減值作出約

18,552,000港元撥備後，於光亞之投資約值3,998,000港元。董事相信是次收購是與區內具有

良好業務網絡之公司組成策略聯盟之第一步。由於本公司與光亞均參與互聯網相關業務，

故本公司已擬定策略，進一步借助與光亞及其聯營公司之策略關係，抓緊區內之商機，實踐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刊發之本公司售股章程所述之本公司業務目標。

外幣匯兌風險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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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認為二零零二財政年度之外幣匯兌風險有限。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管

理將來可能出現之外幣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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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成功上市，以配售形式按每股1.08

港元之價格發售10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所得淨款項約為79,000,000

港元。本集團謹此欣然報告所得款項之用途大致符合本公司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之售股

章程所訂之範疇，詳情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

原計劃* 三十一日已動用之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增值資訊及服務供應商之權益，注資開辦及持續運作之

成本及開發某一國家之專門網站 21,859 24,279

聘用外界顧問及／或資助內部活動，以進行市場研究，以制定、修正

及完善其業務策略及探討於其他國家開設業務之可能性，以及就

客戶關係管理及開發與提升本集團網站向本集團提供意見 15,500 16,176

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為 iSteelAsia.com建立具實力之品牌及

推廣其網上貿易平台（包括培訓計劃、直接郵遞及新聞訊息）之好處 26,400 27,083

收購本集團網站所需內容 15,500 3,495

79,259 71,033

* 金額乃摘錄自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就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及建議股份於聯交所
創業板上市所刊發之售股章程，並已就發行股份支出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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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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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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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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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七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九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在該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承董事會命

董事

萬家樂

香港，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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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