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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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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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
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可能帶有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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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具有較高風險及其他特點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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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並不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創業板發佈資料
的主要法為在交易所為創業板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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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頁（網址為
www.hkgem.com），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
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
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
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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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於首年全面運作中，本集團從網上鋼材交易業務中獲得令人非常鼓舞的增長。自
iSteelAsia.com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推出後，以完成的交易額計算，本財政年度第四季
與第一季比較，增長近133%至約1,498,000,000港元。自一九九九年推出以來，本財政
年度第四季交易盤與第一季比較上升244%至超過800宗。而本財政年度第四季總會員
數目亦較第一季會員數目增加69%，而買賣活躍之會員亦增長超過五倍，正反影亞鋼
網品牌續漸被接納及會員推廣之成功。

已完成交易額 交易盤 總會員數目
（百萬港元） （宗數） （數目）

第四季 1,498 857 3,794
第三季 1,263 555 3,239
第二季 1,139 410 2,788
第一季 644 249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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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在市況不景的情況下，營業額仍增長至約183,000,000港元。本集團於本年度嚴謹控
制成本，使未計撇銷、折舊、攤銷及非經常性項目撥備之虧損淨額得以進一步改善。

未計撇銷、折舊、攤銷及
非經常性項目撥備之虧損淨額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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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圖表顯示未扣除撇銷、折舊、攤銷及非經常性項目撥備之虧損淨額於每季度均有
所改善，此乃由於本集團重新分配資源至中國。本集團相信通過更有效運用本公司資
源，不久將來會在運作上有更顯著的改善。本集團亦已採取審慎的會計處理方法撇銷
網站開發成本約32,000,000港元。採用此方法可讓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更為簡明，更
能反映本集團業務的實際表現。此外，在股東應佔虧損約112,000,000港元中，大部份
（約56,000,000港元）屬非經常性質。

• 展望未來，亞鋼網將繼續加強其在亞洲鋼材市場的地位，積極擴展中國市場，並擴大
客戶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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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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零零年同期的經審核比較數字
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銷售 169,737 177,503
— 佣金及服務費 13,592 2,571

2 183,329 180,074

銷售存貨成本 (164,093) (158,474)
員工成本 (34,308) (8,206)
研究及開發開支 (24,849) (2,320)
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開支 (13,836) (5,340)
網站開發成本攤銷 (3,160) (330)
網站開發成本撇銷及減值虧損 (32,015) —
傢具及設備折舊 (551) (16)
其他經營開支 (23,379) (11,122)

經營虧損 (112,862) (5,734)

利息收入 4,309 91
利息開支 (1,090) —
股份發行開支撇銷 (2,391) —

除稅前虧損 (112,034) (5,643)

稅項 3 (20) (1,169)

股東應佔虧損 (112,054) (6,812)

每股虧損 — 基本 4 (7.75) 仙 (0.53)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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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重組及呈報基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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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起一直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上市，本公司根據一項集團重組計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成為本集團屬
下公司的控股公司。集團重組涉及受共同控制的公司，經過重組後的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被視
為持續經營的集團。因此，是次重組在帳目上以合併會計基準處理。有關集團重組的詳情已載
於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四日刊發的售股章程。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業績，猶如
上文所述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進行的重組所產生的集團架構，在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整個年度或自各集團公司註冊成立的日期起（以較短者為準）一直存在。截至二零零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二零零零年比較數字按同一基準呈列。

2. 營業額

營業額包括(i)已售出商品扣除退貨及折扣後的發票淨值、(ii)採購及網上鋼材貿易服務佣金，及
(iii)服務費。

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產品類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銷售 169,737 177,503
採購服務佣金 4,305 1,189
網上鋼材貿易服務佣金及服務費 9,287 1,382

合計 183,329 180,074

地區劃分*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169,174 162,285
澳門 5,114 16,508
香港、台灣、新加坡及菲律賓 5,719 360
其他地區 3,322 921

合計 183,329 180,074

* 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主要按商品銷售付運目的地、收取賣方佣金所屬地區及收取客戶服務費
所屬地區作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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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稅項包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1,169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 —

20 1,169

於二零一六年前，本公司獲豁免繳交百慕達稅項。由於年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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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於中國內地經營的附屬公司須按稅率33%（二零零零年 — 無）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

4.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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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54,000港元（二
零零零年 — 6,812,000港元）及根據附註1所述有關重組的呈報基準視為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約1,445,434,000股（二零零零年 — 1,28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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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6.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繳入盈餘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 — —
附屬公司股東貸款撥作資本 — 2,299 — 2,299
附屬公司發行股份 — 3,900 — 3,900
附註1所述的重組影響 — (229) — (229)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的溢價 148,400 — — 148,400
向本公司包銷商發行股份的溢價 2,450 — — 2,450
發行股份開支 (23,080) (3,270) — (26,350)
將股份溢價撥作股本 (127,770) — — (127,77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2,700 —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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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宣佈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鋼網」） 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業務回顧

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推出並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上市，亞鋼網已迅速成為亞洲及全球鋼材業中
主要成員之一，成就獲得多個著名機構認同，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獲邀出席多個世界性會議
及論壇，分享他們的經驗，進一步建立並將公司的品牌推至全球。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在網上鋼鐵交易方面獲得令人鼓舞的成績，交易額、交易盤、會員數
目及佣金收入均不斷增加，肯定了本公司的價值地位及業務策略。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來自網上鋼材貿易交易額達到1,240,000,000港元，佣金收
入共9,300,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約112,000,000港元，主要為建立高科技交易平台、建立業
內品牌及業務擴展的費用，有關投資與本集團所預期相若。此外，本集團採納了非常審慎的
會計處理方法，撇銷了約32,000,000港元網站開發成本。以上創業相關之支出中，約56,000,000
港元為非經常性開支。

透過有效的成本控制政策，本集團的開支在年內持續下降。本集團今後將繼續實施審慎及嚴
謹的財務政策，將開支減至最低，同時保持並提升本集團的優越服務，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價
值。

以擴大股東利益為目標，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策略性認購Stemcor Holdings Limited約
3.5%股權，結合新經濟模式與舊有經濟中的實質業務。

本集團的縱向入門網站很榮幸地在不同場合中獲得多個世界著名機構的嘉許，如被哈佛商學
院選為電子貿易的個案分析實例，並被香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指為有助提升亞洲鋼鐵業的
效率，及其所提供的增值服務有助產品及資訊的流通。全球暢銷經濟雜誌 ─Global Finance
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刊更將亞鋼網評為亞洲市場中最具潛質的商業對商業網站。為展示本公司
在行業中高效益的特點，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加強產品及提升服務質素，保持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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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概況

於回顧年度內，全球鋼材業經歷了十年內其中一次最嚴峻的考驗，價格平均下降約30%，加
上全球經濟放緩令全球市場的供求出現不相稱情況。儘管市場情況不景氣，亞鋼網仍然保持
穩定增長，部份產品及市場在本財政年度最後一季更有改善的趨勢。總括而言，我們認為鋼
材業將繼續表現反覆，並以減低及控制成本為主要動力。

另一方面，在二零零零年可見電子商貿愈益盛行之時，而其於鋼材業中亦獲得更廣泛的採納。
在本公司的縱向入門網站及其他美國及歐洲鋼材交易網站上完成的交易持續增加，證明電子
商貿吸引了更多商戶。在這個轉變期中，電子商貿僅佔市場總交易極少部份，所以仍有龐大
的發展空間。

除了新經濟掘起以外，業內正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在去年出現了多個合併、收購及策略性聯
盟，反映業內將繼續整合，並以提供價值予客戶為中心。

未來計劃

展望未來，亞鋼網將繼續加強其在亞洲鋼材市場的地位，積極擴展中國市場，並擴大客戶服
務範圍。管理層將有效地運用及擴大本公司的主要優勢，使其成為中國鋼材貿易商／分銷商
及電子商貿的先鋒，融合新舊經濟體系。本公司正密切與中國多間鋼材製造商合作，商議以
亞鋼網為其策略性貿易夥伴。

秉持著「建基亞洲 邁向全球」的發展策略，本公司將進一步擴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
運作。本公司在北京、上海及廣州已設有代表辦事處，並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好準備，
積極研究這個重要市場上呈現的長期商機。

作為全球最大的鋼材生產及消費國家，中國將統一其法制、減低入口關稅及對外開放本地市
場。總括而言，中國對鋼材的需求將因為電訊、建築、運輸及能源等行業的急速發展而大大
提高。藉著亞鋼網的國際品牌及國內廣泛的接觸，本公司對這正在湧現及潛力豐厚市場的未
來前景抱樂觀態度。

為此商業環境的轉變作好準備，本集團將在中國市場繼續擴展。事實上，本集團在中國大陸
的員工數目在過去六個月內已增加一倍，並預期短期內有進一步增長。最後，本集團已與中
國多個合作夥伴進行磋商，進一步擴大本公司在國內的關係、影響力及市場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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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關係及資訊時代誕生的背後，速度及準確度仍是生存及成功的重要
因素。因此，亞鋼網將致力確保客戶及會員獲得鋼材行業的最新發展及訊息。為達到此目的，
亞鋼網的專業團隊將繼續提升交易平台的質素及提供優越的服務。

很多商業及工業專家依然相信電子貿易是未來的大趨勢，電子交易將大大提升營運效益。亞
太地區及中國的互聯網滲透率正在增加，進一步反映愈來愈多機構接受電子商貿的經營方式。
亞鋼網與這些行業專家抱相同意見，深信電子商貿將繼續發展並成為主要的貿易媒介。

董事會相信，業內將繼續出現整合情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保持領先地位，本公司將積極
有效地運用集團現有的分銷網絡，拓展新聯盟及擴大市場席位。此外，本公司將繼續採取嚴
謹的成本控制措施，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全球客戶在這個不穩年度內對本集團的產品及服務的信任及支持。
本人亦藉此機會，向一直鼎力支持亞鋼網的股東及竭誠盡責之全體員工致以感謝。基於此承
諾，本集團今後將繼續致力於長遠的發展，推動鋼材業走進新的電子貿易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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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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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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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年八月一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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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承董事會命
董事
萬家樂

香港，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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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