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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全年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
司提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之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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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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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

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
公司之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
且無誤導成份或欺詐，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或本
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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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上一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94,517 93,121
銷售成本 (49,896) (48,456)

毛利 44,621 44,66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 (15,322) (187,632)
金融資產減值淨額 6 (802)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990) (14,490)
行政開支 (45,990) (48,862)
融資成本 – (2)

除稅前虧損 (28,483) (206,321)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42) 26,433

年內虧損 8 (28,625) (179,888)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86) 4,736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586) 4,736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29,211) (175,152)

應佔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28,625) (179,888)
非控股權益 – –

(28,625) (179,888)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9,211) (175,152)
非控股權益 – –

(29,211) (175,152)

每股虧損 9
基本（港仙） (7.42) (46.62)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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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30 1,737
商譽 5,161 5,161
無形資產 6,524 16,717
可供出售投資 45,965 65,437

58,680 89,05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32,662 26,9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902 4,397
應收貸款 12 14,475 9,178
持作買賣投資 13 7,019 13,36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0,332 111,901

164,390 165,80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2,498 2,6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0,475 34,586
遞延收益 9,597 1,258
應付稅項 1,616 1,619

44,186 40,116

淨流動資產 120,204 125,6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8,884 214,74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77 2,757

淨資產 177,807 211,98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58 3,858
股份溢價及儲備 171,920 206,101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75,778 209,959
非控股權益 2,029 2,029

權益總額 177,807 2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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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上市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GEM上市。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 (i)

透過互聯網及旅遊雜誌提供廣告宣傳服務、舉辦活動服務及出版雜誌之旅遊媒體業務；(ii)

向一家於中國發行之知名財經雜誌提供內容及廣告宣傳服務；(iii)證券投資；及 (iv)放債。

2. 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涵蓋所有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此
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

(b) 功能及呈報貨幣

除於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新加坡元」）
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本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報，
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新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及有關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之分類與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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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入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具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釐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71,116 70,413

財經雜誌 21,874 22,412

證券投資 – –

放債 1,527 296

94,517 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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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戰略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四個（二零一七年：四個）可報告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之
業務策略亦不盡相同，因此各分部之管理工作乃獨立進行。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業
務之概要：

i. 從事透過互聯網及旅遊雜誌提供廣告宣傳服務、舉辦活動服務及出版雜誌之旅遊媒體
業務（「旅遊媒體業務」）；

ii. 向一家於中國發行之知名財經雜誌提供內容及廣告宣傳服務（「財經雜誌業務」）；

iii. 證券投資（「證券投資」）；及

iv. 放債分部向客戶提供資金以獲取貸款利息收入（「放債」）。

分部間交易（如有）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產品或服務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企業
營業額及支出並未計入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計量內，故並無分
配至經營分部。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a)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旅遊
媒體業務

財經
雜誌業務 證券投資 放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71,116 21,874 – 1,527 94,517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9,189 849 (8,929) 295 1,404
可報告分部資產 89,703 38,340 7,089 14,498 149,630
可報告分部負債 19,899 19,616 – 1,295 4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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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旅遊
媒體業務

財經
雜誌業務 證券投資 放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70,413 22,412 – 296 93,121

可報告分部溢利╱ 

（虧損） 8,887 (8,957) (228,848) 296 (228,622)

可報告分部資產 73,683 29,007 41,899 9,498 154,087

可報告分部負債 10,908 27,971 623 49 39,551      

(b)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94,517 93,121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404 (228,622)

未分配企業收入 – 38,48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9,887) (16,181)

除所得稅開支前綜合虧損 (28,483) (206,321)

資產
分部資產 149,630 154,0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440 72,875

未分配企業資產 52,000 27,899

綜合總資產 223,070 254,861

負債
分部負債 40,809 39,551

未分配企業負債 4,454 3,322

綜合總負債 45,263 42,873

可報告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應佔溢利，當中並無就企業行政開支、企業董事酬金、企業
利息收入及所得稅開支作出分配。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之方法。

除可供出售投資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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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或提供服務之地點劃分。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乃按資產
之實際及經營地點劃分。

本集團之業務及勞動力主要位於新加坡及香港。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71,116 70,413
香港 23,401 22,708

   

下表載列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378 712
香港 58,302 88,340

   

(d)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10%以上。

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金融資產減值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i)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4,562 37,694
銀行利息收入 3 5
無形資產撇銷 (2,667) –
可供出售投資撇銷 (20,000) –
其他非經營收入 571 2,770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已變現虧損 (2,093) (56,929)
持作買賣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5,698) (171,172)

   

(15,322) (187,632)
   

(ii) 金融資產減值淨額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7) –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795) –

(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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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261) (49)

即期稅項－新加坡 (1,561) (1,089)

遞延稅項 1,680 27,571  

(142) 26,43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七年：16.5%）稅率計算。

就新加坡之附屬公司而言，須按統一公司稅率17%（二零一六年：17%）繳納稅項。

8. 年內虧損

年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租賃 2,846 2,36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09 709

無形資產攤銷 7,526 7,52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5,344 23,4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16 2,681

總員工成本 28,160 26,089

淨匯兌虧損╱（收益） 764 (211)

核數師酬金 44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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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28,625) (179,888)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385,821 385,821
   

附註：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11. 應收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9,701 29,203

累計減值虧損 (7,039) (2,239)
   

32,662 26,964
   

本集團與客戶進行之交易以信貸方式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一個月至三個月，主要客戶之
信貸期可延長到六個月。本集團對其尚未收回之應收賬款設有嚴格監控，並制定信貸控制
政策以求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過期未付之餘額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按過往收款
經驗，就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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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所呈列已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4,531 14,745

91-120日 1,472 1,633

121-180日 3,789 3,815

超過180日但於一年內 12,870 6,771
   

32,662 26,964
   

12. 應收貸款

本集團之應收貸款由放債業務產生。

應收貸款之利率及信貸期由訂約雙方共同協定。每個客戶均有信貸限額。逾期結餘由高級
管理層定期審查並及時處理。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即期部分 15,002 9,178

累計減值虧損 (527) –

14,475 9,178

於報告期末應收貸款按距合約到期日剩餘期限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償還時間
0至90日 4,381 –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10,094 9,178

超過一年 – –

14,475 9,178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本集團應收貸款結餘之應收賬款的賬面總值為
10,094,000港元，該等款項到期並將付款日期延期一年。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該等應收貸款
之信貸風險大幅增加。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既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貸款9,178,000港元乃與並無近期
違約記錄的債務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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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持作買賣投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市值 7,019 13,369
   

此項投資歸類為透過損益表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所有股本證券之公允值乃按其於活
躍市場的當前報價計算，並分類至公允值等級第一級。

14. 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所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249 2,433

91-120日 75 74

121-180日 5 10

超過180日 169 136
   

2,498 2,653
   

購買之信貸期一般為1.5至3個月。本集團採取適當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
項於信貸期限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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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 (i)透過互聯網及旅遊雜
誌提供廣告宣傳服務、舉辦活動服務及出版雜誌之旅遊媒體業務（「旅遊媒體業
務」）；(ii)向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發行之知名財經雜誌提供內容及廣
告宣傳服務（「財經雜誌業務」）；(iii)證券投資（「證券投資」）；及 (iv)放債（「放債
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營業額由去年的93,100,000港
元增加1,400,000港元或1.5%至94,5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旅遊媒體業務營業額增
加所致。

本集團之毛利為44,6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的44,700,000港元減少100,000港元
或0.2%。本年度之毛利率約為47.2%（二零一七年：48.0%），較去年減少0.8%。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為虧損淨額15,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
年同期虧損淨額187,600,000港元減少172,300,000港元或91.8%，此乃主要由於二零
一八年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減少。

於本年度，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3,500,000港元至1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14,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減少24.1%。行政開支減少2,900,000港元至
46,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48,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5.9%。

因此，相較二零一七年的179,900,000港元之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28,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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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旅遊媒體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旅遊媒體業務錄得營業額71,100,000港元，
較二零一七年之70,400,000港元增加1.0%或700,000港元。該金額佔本集團於回顧年
度總營業額之75.2%。

於本年度，本集團業務錄得分部溢利9,200,000港元，較去年之8,900,000港元增加
300,000港元或3.4%。

行業回顧

根據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的資料，旅遊業在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佔環
球國內生產總值10.4%，每十份工作即有一份由旅遊業創造，多於汽車及化學品製
造業等其他行業。儘管地緣政治動蕩、流行性疾病及自然災害等挑戰頻發且不可
預測，旅遊業明顯仍保持強勁態勢。

於年內前九個月，受來自主要市場（例如以7%的增長率位列第一的亞洲）的強勁
需求所推動，全球國際旅遊業錄得強勁增長，其後為增長率達6%的歐洲及中東，
非洲及美洲的增長率分別為5%及3%。

儘管旅遊業在需求方面有不俗表現，但TTG Asia Media Pte Ltd（「TTG」）的另半邊
業務－媒體，繼續在廣告營業額及業務格局變動方面面臨挑戰。二零一八年廣告
更難盈利，加之客戶可選擇媒體平台致使競爭加劇，故為更具挑戰性的一年。印刷
媒體發行業仍面臨壓力。TTG卓越的品牌及聲譽以及專業的工作團隊為創造新機
會及新的創收方案建立堅實基礎。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符合預期，略多於預算。二零一八年的年度整體營業額與上一
年度水平相當。

對二零一八年TTG業務及表現產生的影響

• 廣告及推廣開銷未如理想並因企業在當前不明朗的前景下紛紛採取審慎態度
使得來自主要客源市場之整體內頁（「內頁」）印刷廣告營業額減少而面臨壓力。

• 較之印刷廣告，廣告商對數字線上廣告的興趣繼續見長。數字廣告年度營業
額較上一年度大幅增長36%。

• 特別項目及活動的貢獻促使TTG的最高及最低溢利於年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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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G展會群組

TTG展會群組於二零一八年組織╱主辦8場貿易活動及參與以下路演╱活動：

• 中國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 二零一八年三月，中國上海
• 中國國際商旅大會： 二零一八年三月，中國上海
• Meet Taiwan Networking Event： 二零一八年六月，新加坡
• Singapore Gifts Show： 二零一八年八月，新加坡
• IT&CM Asia： 二零一八年九月，泰國曼谷
• CTW Asia-Pacific： 二零一八年九月，泰國曼谷
• Cambodia Travel Mart： 二零一八年十月，柬埔寨金邊
• Osaka MICE Showcase：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日本大阪

旅遊貿易出版群組－特別項目

除定期印刷及網絡刊物外，旅遊貿易出版群組於二零一八年完成以下12個促進本
集團營業額增長的特別項目：

• ATF二零一八年展覽日報： 二零一八年一月
• ITB Berlin二零一八年展覽日報： 二零一八年三月
• IT&CM及CTW China二零一八年展覽日報： 二零一八年三月
• ILTM Supplement 二零一八年五月
• PATA Travel Mart二零一八年展覽日報： 二零一八年九月
• TTGmice指南2018 二零一八年九月
• IT&CM Asia二零一八年展覽日報： 二零一八年九月
• ITB Asia Daily 二零一八年十月
• Asia Luxury Supplement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TTG旅遊大獎二零一八年增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CITM Daily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亞洲旅遊專家指南2018/2019：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媒體合夥人╱贊助商

憑藉TTG現時之領導地位、市場地位及作為我們持續參與市場的營銷及宣傳工
作的一部分，我們於二零一八年能夠與全球知名旅遊貿易活動及組織開展及進行
32項行業合作。我們於二零一八年的媒體合夥人的若干範例包括東盟旅遊論壇、
ILTM Asia-Pacific and France、IMEX America and Frankfurt及Arabian Travel Mar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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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整合

TTG Asia Media已於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開始其組織架構重組的下一階段，即精
簡TTG旅遊貿易出版及TTG活動解決方案的所有業務開發工作。TTG旅遊貿易出
版及TTG活動的銷售由一個集中化業務開發單位就中國業務經營及世界其他各地
進行領導。透過這一整合，TTG為客戶及市場提供獲取TTG旅遊業服務的單一接
觸點。

為與該等變化保持一致，TTG Asia Media設立了經重組的業務組別，並作出新委任。

TTG Asia Media設有四個業務組別– TTG旅遊貿易出版、TTG活動、TTG全球商業
及TTG地圖及導航出版。

TTG旅遊貿易出版解決方案包括領先行業出版物（TTG Asia、TTG China、TTG 

India、TTGmice、TTG-BTmice China、TTGassociations、TTG Asia Luxury及TTG Show 

Daily）的印刷、數字、網絡、視頻、社會科技及定製品牌產品。

TTG活動解決方案包括獎勵旅遊暨會議展活動及國際商旅大會活動系列（即
IT&CM Asia、IT&CM China、亞太國際商旅大會及中國國際商旅大會）的展覽、會
議及贊助銷售。

展望二零一九年

TTG Asia於二零一九年迎來其四十五週年慶。與週年慶相結合，本集團計劃為TTG 

Asia四十五週年大特刊推出特別廣告項目（例如購物優惠及社論式廣告寫作）。此
大特刊將自五月至二零一九年末增加發行量，預期將吸引更多廣告商。本集團預
期將繼續通過與各行業領先機構及貿易展建立意義深遠的合夥關係推動營業額增長。

儘管二零一九年的經濟存在不明朗因素，預訂相較上年同期呈現積極態勢。於二
零一九年，TTG的數字及社交媒體渠道將出現大幅增長，而常規印刷刊物的增長
將放緩。二零一八年完成的贊助內容及社論廣告數量有所增加，故本集團亦預期
內容╱原生營銷呈擴大趨勢。為滿足廣告商的需求，本集團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創
建視頻及社交媒體內容的實力，因此預期其將於不久將來取得成效。

財經雜誌業務

該業務之營業額為21,9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總營業額之23.1%。於本年
度，該業務之分部溢利為800,000港元。



17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7,000,000港元
並錄得出售虧損及公允值虧損約7,800,000港元。

放債業務

該業務營業額為1,5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本年度總營業額的1.7%。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7,000,000港元
（即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市值佔本
集團總資產5%以上的投資屬重大投資。

就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而言，前兩項持作買賣投資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代號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市值

佔本集團

總資產比例

投資公允值

變動收益╱

（虧損） 已收股息

公司名稱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皓文控股有限公司 8019 2,521 1.13 (2,723) –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736 2,263 1.01 (1,289) –

其他 2,235 1.00 (1,686) –

7,019 3.14 (5,698) –

前景

身處中美貿易戰中，加上歐洲的英國脫歐問題，二零一九年的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相較二零一八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有所放緩。如此加上保護主義情緒抬頭，將使形
勢更加複雜及使全球經濟前景趨於動蕩。

為應對該等挑戰，本集團將繼續優化策略及監察外部環境及內部資源以滿足本集
團的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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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為177,8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212,000,000港元減少34,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為
223,1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54,900,000港元），其中100,300,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111,900,000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46,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65,400,000

港元）為可供出售投資，及7,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3,400,000港元）為持作買
賣投資。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淨資產為177,800,000港元，較二零
一七年之212,000,000港元減少34,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385,820,923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
份。

有關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完成之64,300,000股本公司股份配售之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
用約5,000,000港元用於薪金開支（包括董事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約1,500,000港
元用於香港物業的租金開支及約3,720,000港元用於法律及專業費用及其他行政開
支。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擬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約2,290,000港元，其中約1,280,000港元用於法律及
專業費用及其他行政開支，及約1,010,000港元用於其他可能投資。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債務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來自金融機構的借款總額為零。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為100,300,000港元，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11,900,000港元減少11,6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債務淨額除以股東
權益）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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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有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乃以新加坡元及港元計值。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
然而，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外幣風險及需求，並於有需要時安排對冲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74名（二零一七年：73名）全職僱員，其
中12名（二零一七年：12名）於香港工作、13名（二零一七年：8名）於中國工作、48

名（二零一七年：52名）於新加坡工作及1名（二零一七年：1名）於馬來西亞工作。
本集團僱員薪酬大致上按彼等之表現及經驗，並參考目前行內慣例而定。本集團
已推出購股權計劃，以表揚僱員對本集團發展所作出之貢獻，有關計劃已經或將
會因應市場情況變化及GEM上市規則而不時作出修訂。僱員薪酬待遇包括薪金、
保險、醫療保障、強制性公積金、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如有）。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七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有關證券買賣之規定準則（「交易
必守準則」）為其自身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於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或並不
知悉有任何不遵守交易必守準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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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期間已全面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管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之規定。

就企管守則條文第A.6.7條而言，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淑顏女士及張曉光先生因其他
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告之有關數字已由本
集團核數師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同為與本集團於本年度已審核之綜
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
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
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
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審核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 公 告 刊 登 於 披 露 易 網 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sinosplendid.com)。本公司之二零一八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並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志華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志華先生、王濤先生及楊興安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楊淑顏女士、王慶玲女士及李艷華女士。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splendid.com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