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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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卜 蜂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卜蜂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卜蜂國際」）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640,373 2,412,696
銷售成本 (2,383,241) (1,943,148)

毛利 257,132 469,548
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 5 (26,920) 20,862

230,212 490,410

其他收入淨額 6 16,623 9,04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8,924) (120,197)
行政及管理費用 (128,186) (121,010)
財務成本 (25,028) (18,941)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1,770 2,317
聯營公司 5,495 5,293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18,038) 246,914
所得稅 8 (8,656) (50,001)

期內（虧損）╱溢利 (26,694) 1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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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之投資重估盈餘 17,841 –
所得稅影響 (4,460) –

13,381 –

與外地業務於換算時相關之匯兌差額 30,224 (24,622)
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合營企業 463 (251)
聯營公司 2,642 (610)

除所得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46,710 (25,48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016 171,430

（虧損）╱溢利可供分配予︰
本公司股東 (13,002) 154,066
非控制性權益 (13,692) 42,847

(26,694) 196,913

全面收益總額可供分配予︰
本公司股東 30,963 129,244
非控制性權益 (10,947) 42,186

20,016 171,430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虧損）╱溢利 10 美仙 美仙

基本及攤薄 (0.051) 0.608

中期股息詳情於本中期財務資料附註9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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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9,729 1,399,227
投資物業 14,393 13,513
預付土地租賃費 136,395 128,407
非當期生物資產 66,178 57,216
無形資產 28,905 29,464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9,168 19,28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11,274 105,279
可供出售之投資 26,129 11,730
商譽 35,971 35,121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520 124,692
遞延稅項資產 24,758 3,907

總非流動資產 2,079,420 1,927,845

流動資產
存貨 551,656 533,371
當期生物資產 295,677 326,58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243,298 202,902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50,666 181,704
已抵押存款 17,640 41,005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77,200 151,1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8,395 268,904

總流動資產 1,744,532 1,705,5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307,483 340,609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369,299 346,408
銀行借款 665,785 376,093
應付所得稅 13,854 18,326

總流動負債 1,356,421 1,081,436

淨流動資產 388,111 624,1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67,531 2,5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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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868,999 904,133

企業債券 146,392 143,386

其他非流動負債 25,205 24,096

遞延稅項負債 57,369 61,626

總非流動負債 1,097,965 1,133,241

資產淨值 1,369,566 1,418,748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53,329 253,329

儲備 848,900 817,937

股息 – 52,300

1,102,229 1,123,566

非控制性權益 267,337 295,182

權益總額 1,369,566 1,41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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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及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
規定而編製。

除載列於以下附註2之會計政策更改外，此中期財務資料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制基準一致，乃按照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所有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中期首次生效。下列為
當中可能與本集團有關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稅項－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4-2016 

週期年度改進
修訂國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公司的權益

採納該等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採納任何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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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按管理所需，本集團將業務按產品及服務分成以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類：

• 中國農牧食品分類代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產銷動物飼料、養殖，以及產銷增
值加工食品；

• 越南農牧食品分類代表於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產銷動物飼料、繁殖、養殖及
銷售禽畜及水產，以及產銷增值加工食品；及

• 投資及物業控股分類代表租賃本集團擁有之物業及作為集團之控股公司。

管理層會獨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類之業績而作出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定其表現。分類表現
評估乃根據可呈報分類之業績，即以經調整稅前（虧損）╱溢利計算。經調整稅前（虧損）╱
溢利之計算與本集團稅前（虧損）╱溢利之計算一致，除銀行利息收入及財務成本不包括在
其計算當中。

分類資產不包括在集團層面管理之已抵押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遞延稅項
資產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分類負債不包括在集團層面管理之銀行借款、企業債券、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

分類間之銷售的價格乃參考銷售予第三者之當時一般市場價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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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經營分類

以下報表為本集團各可呈報經營分類於期內之收入、損益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
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農牧 越南農牧 投資及物業
食品業務 食品業務 控股業務 總額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來客戶 1,686,297 953,997 79 2,640,373

分類業績
本集團 97,334 (95,144) (4,782) (2,592)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1,770 – – 1,770
聯營公司 5,495 – – 5,495

104,599 (95,144) (4,782) 4,673

調節項目︰
銀行利息收入 2,317
財務成本 (25,028)

除稅前虧損 (18,03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33,146 37,401 388 70,935
資本開支* 105,305 17,630 71 123,006
新增其他非流動資產** 79,622 28,769 – 108,391

* 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費之新增，但不包括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所得之資產。

** 包括(i)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所得之非流動資產，及(ii)非當期生物資產及其他非流
動資產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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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經營分類（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中國農牧 越南農牧 投資及物業
食品業務 食品業務 控股業務 總額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2,270,133 1,070,665 435,949 3,776,747

調節項目︰
分類間之應收款抵銷 (392,194)
未分配資產 439,399

總資產 3,823,952

分類負債 933,421 157,693 3,067 1,094,181

調節項目︰
分類間之應付款抵銷 (392,194)
未分配負債 1,752,399

總負債 2,454,386

其他分類資料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9,168 – – 19,16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11,274 – – 11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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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經營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農牧 越南農牧 投資及物業
食品業務 食品業務 控股業務 總額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來客戶 1,339,455 1,073,179 62 2,412,696

分類業績
本集團 103,561 157,293 (3,698) 257,156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2,317 – – 2,317

聯營公司 5,293 – – 5,293

111,171 157,293 (3,698) 264,766

調節項目︰
銀行利息收入 1,089

財務成本 (18,941)

除稅前溢利 246,914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22,617 36,911 314 59,842

資本開支* 80,570 20,700 2 101,272

新增其他非流動資產** 105,398 20,017 – 125,415

* 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費之新增，但不包括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所得之資產。

** 包括(i)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所得之非流動資產，及(ii)非當期生物資產及其他非流
動資產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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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經營分類（續）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國農牧
食品業務

越南農牧
食品業務

投資及物業
控股業務 總額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2,068,481 1,047,506 497,166 3,613,153

調節項目︰
分類間之應收款抵銷 (452,689)

未分配資產 472,961

總資產 3,633,425

分類負債 979,376 181,319 3,107 1,163,802

調節項目︰
分類間之應付款抵銷 (452,689)

未分配負債 1,503,564

總負債 2,214,677

其他分類資料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9,289 – – 19,28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05,279 – – 10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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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b) 地區資料

(i)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1,686,677 1,341,058

越南 925,884 1,037,383

其他地方 27,812 34,255

2,640,373 2,412,696

上列收入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分類。

(ii)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1,551,086 1,438,180

越南 438,953 435,008

其他地方 38,494 39,020

2,028,533 1,912,208

上列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分類，並不包括可供出售之投資及遞延
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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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收入指︰(i)除增值稅及政府附加費，及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總銷售發票淨額；及(ii)源
自投資及物業控股業務的租賃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來源自︰
中國農牧食品業務
－飼料業務 1,505,747 1,319,291

－養殖業務 22,029 –

－食品業務 158,521 20,164

越南農牧食品業務
－飼料業務 426,709 404,788

－養殖業務 467,741 603,123

－食品業務 59,547 65,268

2,640,294 2,412,634

投資及物業控股業務之租賃收入 79 62

2,640,373 2,412,696

5. 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

本集團之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代表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值之差異。公允值之變動淨額包括(i)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持有的生物資產之已變
現公允值之負變動5,241.6萬美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664.4萬美元）及(i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公允值列帳的生物資產之未變現公允值之正變動2,549.6萬美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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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2,317 1,089

其他利息收入 4,514 3,195

租賃收入 1,720 1,104

政府補助 2,740 2,166

銷售耗材及包裝材料收入 2,514 1,704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淨額 (6,874) 52

外幣折算差異淨額 7,359 (1,140)

其他 2,333 872

16,623 9,042

上述政府補助乃關於本集團於中國農業及政府推動項目的若干投資之補貼或獎勵。有關此
等政府補助並無任何尚未履行的條件或或有事項。而已收政府補助相關支出尚未確認的，
則包含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遞延收入內。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存貨成本 2,383,241 1,943,14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0,565 43,397

預付土地租賃費之攤銷 1,883 1,567

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損失後列賬之生物資產之折舊 17,232 13,558

無形資產攤銷 1,255 1,32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淨額 740 1,8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29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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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期內未有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收入，所以未於本期內作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中國及越南企業所得稅稅例，於當地經營之附屬公司需就其應課稅收入分別按稅率2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及20%（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繳交所得稅。根據中國及越南之相關稅務守則及法例，本集團於中國及越南之若干附
屬公司享有豁免或減收所得稅之優惠。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中國
期內支出 29,329 26,536

以往年度多計提 (5,888) (5,507)

本期－越南
期內支出 577 20,512

遞延 (15,362) 8,460

期內稅項總支出 8,656 50,001

9. 中期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0.024港元 

（相等於約0.310美仙）） – 78,450

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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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虧損）╱溢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之計算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及期內已發行
之普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之本公司 

股東期內應佔溢利 (13,002) 154,06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之本期 

已發行普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加權平均數 25,332,914,980 25,332,91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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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取決於市場及業務需求，本集團或延長客戶信貸期。本集團對結欠賬款採取嚴格之監控。
管理層亦會定時檢查過期之結欠，及可能會按本集團參考市場慣例釐定之利率計息。按董
事意見，本集團沒有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貨日
期為基準）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或以下 215,806 179,618

61至180日 24,277 24,788

181至360日 7,201 1,236

多於360日 5,739 6,427

253,023 212,069

減值 (9,725) (9,167)

243,298 202,902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收貨日期為基準）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或以下 204,450 258,471

61至180日 37,138 16,616

181至360日 2,629 1,216

多於360日 590 1,208

244,807 277,511

應付票據 62,676 63,098

307,483 3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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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卜蜂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之收入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上升9.4%至26.40億美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24.13億
美元），其中中國農牧食品業務及越南農牧食品業務分別佔63.9%和36.1%。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虧損1,300萬美元，去年同期之股東應佔
溢利為1.54億美元。綜合溢利顯著下降主要由於越南豬價於報告期內較去年同期
普遍情況持續下跌。因此，越南養殖業務利潤受到嚴重影響。整體毛利率於二零
一七年上半年為9.7%（二零一六年上半年：19.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後虧損為0.051美仙；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之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溢利為0.608美仙。董事會決議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每股0.024港元）。

業務回顧
中國農牧食品業務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中國農牧食品業務增長25.9%至16.86億美元。飼料業
務佔中國農牧食品業務收入89.3%，而養殖和食品業務則佔餘下的10.7%。

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輕微擴張。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6.7%上升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
6.9%。在中國農牧食品行業中，養殖版塊面臨越趨嚴格的環保及其他要求。在此
形勢下，較弱的養殖場處於弱勢地位而商品養殖場尤其是規模養殖場則更有能力
承受此等變化。

本集團專注於商品市場，尤其是規模養殖場，中國飼料業務銷量增加18.4%至325

萬噸。飼料業務收入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增加14.1%至15.06億美元。隨著原材料
價格走穩，毛利率回落到較為可持續的水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中國農
牧食品業務的毛利率為15.8%（二零一六年上半年：20.4%）。

豬飼料仍是本集團中國飼料業務收入的最重要部分，佔本業務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收入的52.3%。家禽、水產、其他飼料產品及預混合飼料分別佔29.4%、7.7%、5.2%

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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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豬飼料銷量上升27.9%至169萬噸，收入亦增長21.8%至
7.87億美元。家禽飼料銷量上升16.7%至114萬噸，收入亦增加14.4%至4.43億美元。
豬飼料的強勁表現主要受惠於加強推廣全豬週期的飼料產品之營銷策略。水產飼
料銷量上升6.0%至18萬噸，收入亦上升5.6%至1.15億美元。

越南農牧食品業務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越南農牧食品業務受生豬養殖業的供過於求及價格下滑打擊。
本集團的越南農牧食品收入減少11.1%至9.54億美元，其中飼料業務佔44.7%，而
養殖和食品業務共佔餘下的55.3%。本集團越南農牧食品業務之毛利率為負0.9%（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 18.3%），主要是疲軟的毛豬價格拖累養殖業務。

飼料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飼料銷量按年上升5.2%至94萬噸。本集團的越南飼料業務收
入增加5.4%至4.27億美元，其中豬、家禽、水產及其他飼料產品分別佔53.1%、
22.1%、23.6%及1.2%。

養殖及食品

越南養殖及食品業務的整體收入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下降21.1%至5.27億美元。生
豬養殖仍然是此業務收入的重要部分。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生豬供過於求導致毛
豬價格同比下跌超過40%。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平均育肥豬價格為約每公斤48,000

越南盾，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平均育肥豬價格則為約每公斤27,000越南盾。此外，
根據期末之育肥豬價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錄得負2,700

萬美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為2,100萬美元。總體而言，
養殖業務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表現顯著滯後。

展望
展望下半年，越南毛豬價格水平自二零一七年六月底開始有所改善，董事們亦期
望本集團的越南農牧食品業務表現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所改善。儘管本集團二零
一七年之全年業績預期未能達到二零一六年的盈利水平，董事們對二零一七年下
半年仍維持謹慎態度，並將朝著改善越南表現以使本集團整體於二零一七年恢復
盈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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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38.24億美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36.33億美元，增加5.2%。

淨債務（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2.78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3

億美元）對權益比率（定義為銀行借款及企業債券總額減現金及存款後除以權益總
額）為0.93，相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68。

本集團的借款以美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7.79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90億美元）、越南盾（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3.93億美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0億美元）及人民幣（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5.09億美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4億美元）作為單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長期借款之流動部分為0.92億美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66億美元）及按固定利率計息之借款為3.10億美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4億美元）。

於中國和越南之所有國內銷售分別以人民幣和越南盾計算，而出口銷售則以外幣
計算。本集團於購買若干原材料及設備等時均需支付外幣。本集團監控外滙變動，
必要時考慮適當的對沖活動。於本期內，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同以管理其美
元負債兌人民幣及越南盾之匯率風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及越南
盾之未到期衍生金融工具的面值合計分別為1.50億美元及0.27億美元。

資本結構
本集團透過營運資金及借款應付其流動資金需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持有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3.86億美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0.34億美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借款為16.81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24億美元），其中1.41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億
美元）借款需提供資產抵押，佔總借款之8.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
本集團已用作抵押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費賬面淨額合計為1.25億
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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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在中國為獨立第三方客戶之若干債務向財務機構提供擔保。
假若提供的財務擔保超過相關附屬公司之淨資產，本集團最高之或有負債則限於
該等附屬公司之淨資產。相關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淨資產約為0.88

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86億美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有關該等擔保之或有負債為0.25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1

億美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越南及香港共聘用約34,000名僱員。
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表現、經驗及現行的市場水平，釐訂其薪津，並酌情授予花紅。
其他僱員福利包括例如：醫療保險及培訓。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24港元）。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其原則旨在維護公司在各業務方面均能貫徹
高水平的道德、透明度、責任及誠信操守，並確保所有業務運作符合適用法律和
法規。

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
治報告》之原則及遵守其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各位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彼等已遵守標準
守則內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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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經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無修訂審閱報告已載於將呈交
本公司之股東的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

Arunee Watcharananan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國民先生、蔡益光先生、謝吉人先生、
謝鎔仁先生、白善霖先生、Sooksunt Jiumjaiswanglerg先生、Arunee Watcharananan
女士及于建平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謝克俊先生及池添洋一先生；及五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馬照祥先生、Sombat Deo-isres先生、Sakda Thanitcul先生、
Vinai Vittavasgarnvej先生及Vatchari Vimooktayon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