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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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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599）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505,981 631,932
銷售成本 3 (294,542) (363,975)

  

毛利 211,439 267,957

其他收入 2 996 290
其他收益，淨額 2 5,124 1,217
分銷成本 3 (97,091) (93,496)
行政開支 3 (69,679) (86,288)

  

經營溢利 50,789 89,680

財務收益 619 427
財務費用 (1,005) (872)

  

財務費用，淨額 (386) (4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0,403 89,235
所得稅開支 4 (8,096) (10,858)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年度溢利 42,307 7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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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虧損 (1,734) (737) 

解除撤銷註冊附屬公司的外匯儲備 – (744)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持作自用物業重估盈餘╱（虧損） 20,966 (9,470)
有關重估持作自用物業之稅項影響 (3,459) 1,563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除稅後 15,773 (9,388)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年度全面收益合計 58,080 68,989
  

按年內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計算之
 每股溢利（以每股港仙為單位）
 – 基本及攤薄 6 7.04港仙 13.05港仙 1

  

1 已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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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666 148,584
 投資物業 32,700 28,4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618 3,158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7 10,418 19,083

  

211,402 199,225
  

流動資產
 存貨 146,058 130,628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6,131 3,773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7 136,587 148,315
 衍生金融資產 8 – 1,310
 受限制現金 2,981 2,9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706 127,781

  

371,463 414,773
  

總資產 582,865 613,998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60,060 30,030
 儲備 371,804 394,805

  

總權益 431,864 42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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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43,041 69,264
 預收款項 9 47,175 39,614
 衍生金融負債 8 – 377
 借款 38,115 58,851
 即期所得稅負債 3,252 4,515

  

131,583 172,62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418 16,542

  

總負債 151,001 189,163
  

總權益及負債 582,865 61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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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已就持作自用租賃土地及
樓宇、投資物業及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作出調整，按其公允值列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時行使其判斷。

(a) 下列各項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本乃強制規定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
政年度首次採納，惟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或目前不適用於
本集團：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賬目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b) 已頒佈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之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本：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及注資

尚待釐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方法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分類及計量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投資物業的轉讓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 註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支代價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計劃於上述新準則、現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生效時採納上述各項，現正評估
採納上述各項之影響。本集團尚無法確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之呈列是否
將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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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淨額及分部資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 431,552 492,905

合約收益 74,429 139,027
  

505,981 631,932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827 166

其他 169 124
  

996 290
  

其他收益，淨額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 遠期合約 (1,517) 1,251

 – 其他匯兌收益，淨額 2,637 1,145

撤銷註冊附屬公司收益（附註） – 1,214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收益╱（虧損） 4,300 (2,193)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96) (200)
  

5,124 1,217
  

附註： 該款項主要指撤銷註冊附屬公司後由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匯兌收益。

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已根據執行董事就分
配資源及評估業績表現所審閱之資料確定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因應本集團近年業務的拓展，在評估績效時，所考慮的分部逐漸由銷售產品的
渠道改變為產品線。因此，執行董事已決定將在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列的分部資料與用
於評估經營分部業績的內部報告保持一致。過往年度的可資比較分部資料已經相應地予
以重列，藉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本集團之可匯報經營分部如下：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分部 — 進口、批發及零售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

— 廚房設備及傢俬分部 — 設計、進口、批發、零售及安裝廚房設備及傢俬

本集團用於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報告分部業績之計量政策，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其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政策一致。

執行董事根據毛利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由於執行董事並無定期審閱其他經營收
益及開支資料，故其他經營收益及開支不獲分配至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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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可收回即期所得稅、遞延所得稅資產、投資物業、衍生
金融資產、受限制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本集團的寫字樓物業有關的物業、廠房及
設備以及其他企業資產，該等資產被集中管理，且並非直接歸屬於任何營運分部之商業
活動。

分部負債包括所有負債，但不包括即期及遞延所得稅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借款（不包括
信託收據貸款）及其他企業負債，該等負債被集中管理，且並非直接歸屬於任何營運分部
之商業活動。

二零一七年
建築五金、
衛浴設備
及其他

廚房設備
及傢俬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359,071 146,910 505,981
可匯報之分部銷售成本 (225,902) (68,640) (294,542)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133,169 78,270 211,4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186) (1,932) (6,118)
過時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2,312 (787) 1,525
已減值應收款撥備撥回╱（撥備） 4,578 (48) 4,530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78,631 81,460 360,091
年度內非流動分部資產之添置 5,315 1,765 7,080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67,524 41,288 10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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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經重列）
建築五金、
衛浴設備
及其他

廚房設備
及傢俬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391,590 240,342 631,932

可匯報之分部銷售成本 (247,497) (116,478) (363,975)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144,093 123,864 267,9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403) (2,525) (6,928)

過時存貨撥備 (5,305) (5,166) (10,471)

已減值應收款撥備 (5,569) – (5,569)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66,793 94,296 361,089

年度內非流動分部資產之添置 1,933 2,501 4,434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72,986 65,913 138,899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合計資料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主要財務數值對賬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211,439 267,957
  

集團毛利 211,439 267,957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360,091 361,089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366 85,238

投資物業 32,700 28,4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618 3,158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6,131 3,773

衍生金融資產 – 1,310

受限制現金 2,981 2,9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706 127,781

其他企業資產 272 283
  

集團資產 582,865 613,998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108,812 138,899

衍生金融負債 – 377

借款 19,023 28,336

即期所得稅負債 3,252 4,51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418 16,542

其他企業負債 496 494
  

集團負債 151,001 18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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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呈列的資料

對外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金融資產及
遞延所得稅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469,048 532,342 197,667 174,590

中國 36,920 89,872 699 2,394

澳門 13 8,821 – –

其他 – 897 – –
    

合計 505,981 631,932 198,366 176,984
    

客戶地區位置根據交付貨品所在位置而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區位置則根據該資產之實際
位置而定。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8,703,000港元及67,789,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11%及11%）
乃分別來自兩大對外客戶。

3. 開支分類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福利支出 71,645 76,482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2,797 2,230

 – 非核數服務 120 120

存貨成本 274,721 326,697

折舊 10,665 11,86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47,864 46,317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06 22

過時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1,525) 10,471

已減值應收款（撥備撥回）╱撥備 (4,530) 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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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計提撥備。海
外所得稅乃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附屬公司營運所在的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8,126 11,920
海外所得稅  550 4,340
往年超額撥備 (401) (3,079)

  

即期稅項總額 8,275 13,181
遞延稅項 (179) (2,323)

  

所得稅開支 8,096 10,858
  

5. 股息

(a) 於年度內宣佈及派發之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之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 1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之末期股息每股4港仙 1） 12,012 24,024
二零一六年之特別股息每股5港仙 1

 （二零一六年：零） 30,030 –
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1） 9,009 9,009

  

51,051 33,033
  

(b) 年度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一六年：1.5港仙 1） 9,009 9,009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一六年：2港仙 1）（附註） 15,015 12,012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零港仙（二零一六年：5港仙 1）（附註） – 30,030
  

24,024 51,051
  

附註： 董事於報告日後建議派發該等股息。該擬派股息（有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並無反映為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派股息。

1 所有每股股息數據已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之紅股發行之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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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溢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除以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計算。於
年度內，本公司已發行紅股及普通股股數由300,300,000股增至600,600,000股。計算每
股基本溢利時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就變動作調整，猶如紅股發行已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完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 42,307 78,377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千股） 600,600 600,600
  

(b) 攤薄

由於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
薄溢利與每股基本溢利一致（二零一六年：一致）。

7.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資料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15,226 128,589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855) (5,118)
  

114,371 123,471

應收保留款 6,308 11,248

減：應收保留款減值撥備 (260) (570)
  

120,419 134,149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賬款 2,596 10,122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23,990 23,127
  

147,005 167,398
  

減：非即期部分
應收保留款 (5,672) (8,975)

按金及預付款 (4,746) (10,108)
  

即期部分 136,587 14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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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非即期應收款將於其報告日起計五年內到期。應收賬款於報告日之賬齡（以發票日
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90天 85,789 98,763

91至365天 21,886 19,625

超過365天 7,551 10,201
  

115,226 128,589
  

本集團之銷售信貸期大部份為30至90天，而部分客戶的信貸期可獲延長至120天。

未作減值撥備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逾期 57,348 59,201
逾期1至90天 35,442 45,060
逾期91至365天 14,885 16,558
逾期超過365天 6,696 2,652

  

114,371 123,471
  

已逾期但未作出減值之應收款來自若干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記錄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
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相信可全數收回有關應收款，故管理層認為毋須就該等
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應收賬款及應收保留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5,688 130
已減值應收款（撥備撥回）╱撥備 (4,530) 5,569
匯兌差異 (43) (11)

  

年終結餘 1,115 5,688
  

於 各 報 告 日，本 集 團 按 個 別 及 整 體 基 準 檢 討 應 收 款 的 減 值 證 據。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確認應收賬款及應收保留款其中1,11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688,000
港元）需要作個別減值。已減值應收賬款及應收保留款乃應收未能或拖欠還款的客戶的
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二零
一六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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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不符合對沖會計資格
 外匯遠期合約，按市值（附註） – – 1,310 (377)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名義金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賣出港元兌歐元 – 51,462

賣出歐元兌港元 – 52,395

9.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4,293 46,81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7,006 14,619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賬款 11,742 7,827
  

43,041 69,264
  

預收款項 47,175 39,614
  

應付賬款於報告日之賬齡（以發票日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23,242 45,825

91至365天 124 54

超過365天 927 939
  

24,293 46,818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二零
一六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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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審視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進口、批發及安裝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

本集團的業務審視及分析本集團年內表現的財務關鍵表現指標，已載於管理
層討論與分析；而進一步的資料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此外，本集
團環境政策及表現的討論、有關僱員、客戶、供應商及對本集團成功有重要
關係的說明，將載於二零一七年年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內。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以及開曼群
島公司法的規定。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守則條文之詳情將載
於二零一七年年報企業管治報告內。

於本年度，香港的已落成住宅單位數目仍然維持高水平，其中市場以中小型
單位為主。市場對住屋設備的需求有所增加，惟傾向於價格具競爭力的產品。

收益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為506.0百萬港元，較
去年減少19.9%。

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對外客戶收益 佔銷售額百分比 (%)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
 及其他 359,071 391,590 (8.3) 71.0 62.0
廚房設備及傢俬 146,910 240,342 (38.9) 29.0 38.0

     

505,981 631,932 (19.9)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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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之盈利能力

可匯報之分部毛利 毛利率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
 及其他 133,169 144,093 (7.6) 37.1 36.8
廚房設備及傢俬 78,270 123,864 (36.8) 53.3 51.5

     

211,439 267,957 (21.1) 41.8 42.4
     

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及其他分部之收益較去年減少8.3%至359.1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391.6百萬港元）。年內，一手住宅市場多興建小型單位。適合袖珍家
居而售價較廉的產品漸受歡迎；與此同時，高檔產品的銷售於年內減少。銷
售組合改變，令營業額下降。年內，我們為高爾夫 •御苑、維港頌、傲瀧及賢文
禮士等項目供應產品。

基於同樣原因，廚房設備及傢俬分部之收益較去年減少38.9%至146.9百萬港元
（二零一六年：240.3百萬港元）。去年，我們完成若干位於中國的櫥櫃項目，帶
動去年收益上升。本年度，我們並無於中國進行類似規模的項目，而該分部
之收益主要來自香港。年內，我們為Castle One by V等項目供應產品。

本集團整體毛利為211.4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268.0百萬港元），較去年減少
21.1%。毛利率與去年相較保持平穩。

本 集 團 經 營 溢 利 為50.8百 萬 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89.7百 萬 港 元），較 去 年 減 少
43.4%。經營溢利下跌主因為營業額減少，且部份被經營開支減少以及投資物
業公允值收益所抵消。行政開支及分銷開支金額減少7.2%至166.8百萬港元（二
零一六年：179.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年內壞賬撥備撥回4.5百萬港元以及員工
薪酬減少4.8百萬港元。除此之外，我們致力監控成本及維持資源之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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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拓展在香港及中國之業務。流動比率及速
動比率分別為2.8（二零一六年：2.4）及1.7（二零一六年：1.6）。流動比率及速動
比率上升乃由於償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借款，其中存貨增加令流動
比率上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79.7百萬港
元（二零一六年：127.8百萬港元），並已用於購買即將交付的存貨及償還借款。

存貨增至146.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30.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年末所下批
量項目訂單增加，該等項目將於下個財政年度交付予客戶。應收賬款、應收
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輕微減至136.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48.3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則減少至43.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69.3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呈淨現金狀況。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二
零一六年：相同）。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有息借款減少至38.1
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58.9百萬港元）。

財務政策

借貸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及歐元計值。管理層將不斷監察本集
團面對之外匯風險。年內，我們訂立若干簡單遠期合約，購買歐元以結付採購。

或然負債

我們致力有效管理現金流量及資本承擔，確保具備充足資金應付現行及未來
現金需求。我們在依期履行付款責任上並無任何困難。所抵押資產包括已按
揭之物業及若干銀行存款。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向客戶發
出約23,031,000港元之履約保證（二零一六年：16,465,000港元）作為合約擔保。其
中受限制現金2,98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966,000港元）持有作履約保證之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除零售店舖及貨倉的租賃承擔及項目之履約保
證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財務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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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來年，預期香港將會繼續受全球政治及經濟不確定性影響。英國脫歐的後續
磋商及歐洲多國選舉最終結果難以預料，或會引致歐元及英鎊匯率波動。中
國於過去二十年平均經濟增長高達9%，現已逐步放緩，增長和發展模式亦轉型，
其來年的經濟表現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方面，隨著二零一七年七月
一日新一屆政府成立，預期未來五年的物業巿場和財政政策或會漸次改變。

政府將繼續推行各種措施，應對長遠住房需求，而逆週期措施則將維持巿場
穩定。為迎合市場上普遍的負擔能力，興建小型單位和以較低價格批量購買
家居裝設的趨勢可能會持續。建築五金及衛浴設備巿場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
我們將努力不懈，善用專業知識，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及服務。

我們將鞏固目前於供應廚房設備及傢俬行業的地位，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巿場。
小型住宅單位符合置業者的預算，將繼續主導一手住宅巿場。我們將不時審
慎監察和檢討此趨勢，發掘巿場新機遇及銷售渠道。

集團的零售店鋪租金預料維持穩定。我們將不斷提升營運效率及善用店鋪空間。

在加強優勢之餘，我們仍對外在因素保持警惕，以維持競爭力。樓巿走勢取
決於全球、中國及本地之經濟表現。此外，香港政府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可能
會對香港房地產巿場造成不利影響。我們將繼續監察巿場走勢，並不時調整
本身之發展策略。

根據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的公告，本公司正考慮擬將本集團之廚櫃及傢俬
業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巿。該公告之詳情，可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閱覧。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仍在考慮擬將有關業務分
拆作獨立上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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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的業務運作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致力與持份者在經濟、環境及
社會層面上創造可持續價值。本集團為此制定了一項可持續發展政策，帶領
其在業務增長、環境保護、僱傭及勞工常規、營運慣例及社區參與等領域以
最佳的方式運作。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之詳情將載於二零一七年年報。本集團的環境及社會
政策概述如下：

環境

本集團致力將污染程度減至最低，透過保育天然資源、減少使用能源及製造
廢物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我們首先以負責任之態度進行商業活動，並在經
營業務時考慮對環境的影響。我們積極向員工灌輸環保意識，鼓勵員工在可
能及切實可行之情況下貫徹環保原則。我們致力為可持續未來及全球環境和
諧盡一分力。

客戶

本集團致力成為優質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供應商。我們因應客
戶之生活方式供應產品，切合客戶所需，務求提升本集團之品牌價值。我們
著重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滿足客戶需要，讓客戶領略我們貫徹「誠懇」及「質
素」之宗旨；透過為集團建立品牌價值及信譽取信於客戶，令本集團與客戶建
立堅固關係，為日後發展作好準備。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64名（二零一六年：169名）。

我們相信本集團之成就、長遠增長及發展，有賴員工之質素、表現及承擔。我
們致力為員工提供平等機會、知人善任、讓員工發揮所長及完善他們的事業。
我們亦致力提供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並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

供應商

我們重視供應商的營運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僱傭措施、產品責任及反貪污）。
我們定期到工廠實地視察。在香港，環保意識日益提高，我們要求產品具備
環保功能，如節水功能及採用已獲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材料。



– 19 –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妥善保障及提升其股東利益。

企業管治報告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內。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1.8，本公司應就其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本公司已為董事投保，有關安排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生效；而於上述日
期前，概無作出任何投保安排。

根據守則條文C.2.5，本公司應設立內部審核職能。基於目前經營規模，本公司
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直接負責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
檢討其成效。董事會將因應本集團發展的需要，不斷檢視此安排。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
別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目前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紳士（主
席）、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
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項，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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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5
港仙（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1）。

董事會議決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
零一六年：2港仙 1）（「末期股息」）。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特別股息（二零一六年：每股5港仙 1）。

倘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批准，末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二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分別在開曼群島或香港存置之主要股東名
冊或股東登記分冊（統稱「股東名冊」）之股東，而該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
十一日派發。

1 已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中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
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
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
由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擬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者，必須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一併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辦理登記
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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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之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年九月
十九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凡擬獲派發末期股息者，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卓佳雅柏勤有限公
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並無於本年度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
內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刊發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佈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ebon.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http://www.hkexnews.hk）。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新法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網址：www.ebon.com.hk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
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生、謝漢傑先生及劉紹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