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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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9）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34,965 618,606 +19%

毛利 121,538 99,004 +23%

期內溢利 311,808 131,796 +1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97,869 121,718 +145%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30.6 12.4 +147%

－攤薄 30.4 12.4 +145%

每股特別股息（港仙） 20.0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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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734,965 618,606
銷售成本 (613,427) (519,602)

毛利 121,538 99,004
其他收入 19,402 6,96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976 1,060
信貸虧損撥備（扣除撥回）
 －貿易應收款項 (3,625) (4,430)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10 (31,852) (6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6,881) (38,263)
行政開支 (20,800) (15,796)
財務成本 (526) (301)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權之收益 5 169,146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41,640 98,6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4,018 146,277
所得稅開支 6 (42,210) (14,481)

期內溢利 7 311,808 13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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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 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扣除相關所得稅） (893) 4,442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外匯差額
  附屬公司 (56,177) 8,976
  聯營公司 (198,866) 26,841
  出 售聯營公司股權後重新分類之 

累計匯兌儲備 (845)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5,027 172,055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97,869 121,718
 非控股權益 13,939 10,078

311,808 131,796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776 161,540
 非控股權益 9,251 10,515

55,027 172,05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9 30.6 12.4

 －攤薄 9 30.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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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4,120 267,548
 使用權資產 4,797 7,111
 投資物業 875 975
 聯營公司權益 1,731,910 1,893,409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10 – 15,160
 無形資產 1,459 1,45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345 50,068

1,984,506 2,235,730

流動資產
 存貨 206,000 276,6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63,941 337,662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10 47,518 23,8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4,572 104,334

962,031 742,48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90,110 319,461
 應付股息 48,446 –
 合約負債 26,325 47,742
 衍生財務工具 2,791 73
 應付稅項 21,529 13,141
 銀行借貸 8,040 12,033
 租賃負債 3,098 4,477

400,339 396,927

流動資產淨值 561,692 345,5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46,198 2,58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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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0,093 86,383
 租賃負債 2,113 2,938

82,206 89,321

2,463,992 2,491,9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7,336 198,616
 儲備 2,194,462 2,225,6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91,798 2,424,257
非控股權益 72,194 67,707

總權益 2,463,992 2,49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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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除若干以公允值計量之財務工具外（如
適用）。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的新增會計政策外，截
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本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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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分類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專注於所供應的貨品種類來評估分類表現，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即主要
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獲呈報有關資料。本集團只有一個須呈報及經營分
類，即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

本集團管理層基於收入及分類溢利來評估須呈報分類之表現。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綜合
基準將本集團作為整體審閱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故經營分類並無獲分配資產或負債。因
此，概無呈列分類資產及負債的分析。須呈報分類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734,965 618,606

分類溢利－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59,816 47,221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800 (2,504)
利息收入 13,371 2,752
租金收入 607 61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 2,574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變動（虧損）╱收益 (2,718) 1,235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之信貸虧損撥備 (31,852) (61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權之收益 169,146 –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收益 – 120
未分配之行政開支 (4,266) (3,464)
財務成本 (526) (301)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41,640 98,6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4,018 146,277

分類溢利指經營分類所產生之毛利及若干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項目，扣除直接歸屬
於該分類之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並無分配匯兌淨差額、利息收入、租金收入、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變動、以攤銷成本計量
之債務投資之信貸虧損撥備、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權之收益、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收
益、未分配之行政開支、財務成本及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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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產品類別對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 107,639 125,721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515,945 393,068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其他相關產品 110,954 99,760
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 427 57

734,965 618,606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包括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就此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中國」））經營業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按地區劃分之資料詳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20,930 134,696
德國 109,812 84,203
美國 90,859 49,251
瑞士 63,768 33,728
日本 63,495 52,754
台灣 57,868 49,306
香港 56,104 66,853
西班牙 30,574 41,468
其他歐洲國家 85,032 76,254
其他亞洲國家 41,367 21,461
其他國家 15,156 8,632

734,965 618,606

由於客戶分散，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單一客戶向本集團總收入貢獻超逾10%。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 – 2,574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2,718) 1,2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6) (36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800 (2,504)
被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120

5,976 1,060

5.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權之收益

於本期間，本集團透過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出售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海」）合共10,463,000股權益股份（約佔1.3%的股權），代價為人民幣210,403,000
元（相當於248,170,000港元）。該交易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完成，並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
確認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權之稅前收益169,14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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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1,419 2,223
 中國 34,343 8,799
 其他司法權區 3,720 953

39,482 11,975

遞延稅項 2,728 2,506

42,210 14,481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企業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稅率徵稅，而超過
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16.5%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企業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的統一稅率徵稅。本公司董事認為，於實施利得稅兩級制後涉及之金額就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中國即期稅項指中國企業所得稅及中國企業預扣稅。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此外，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中國實體對香港居
民企業及非香港居民企業（均為收取股息之實益擁有人）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產生之
溢利作出分派時，按5%或10%之稅率分別徵收預扣稅，對非居民企業出售中國非上市股
本證券所得收益按10%之稅率徵收預扣稅。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股
權之收益產生及繳清中國企業預扣稅24,34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零)。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獲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可享15%
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按15%（二零二一
年：15%）的稅率就該中國附屬公司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4,874 24,98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466 2,413
投資物業折舊 100 101

折舊總額 27,440 27,497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27 223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399 78
（撥回）╱確認存貨撥備 (524) 5,497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17,777 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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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2港仙） 49,334 19,862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宣佈分派股息49,33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862,000港元）。該金額與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內所披露確認
為分派之股息金額之間的差額指將支付予本集團股份獎勵計劃的股息。

於報告期後，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佈分派特別股息每股20港
仙，總金額為196,273,200港元。

9. 每股盈利
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97,869 121,718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3,004 979,792
就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授出但尚未歸屬之股份
 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影響 6,734 5,247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9,738 985,039

上文所示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經扣除股份獎勵計劃信託持有之股份
後得出。

10.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購買中國房地產公司之債務投資，購買成本為5,015,000美元（相
當於39,32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882,000美元（相當於
45,671,000港元）），並已收取債務投資還款1,103,000美元（相當於8,656,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該等票據之票面利率介乎每年5.6%至6.75%（二零二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每年5.6%至7.25%）。該等債券之實際利率介乎每年5.7%至7.0%（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每年8.3%至11.8%）。該等債券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二
三年九月到期。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主要包括按全球通用定義評級為非投資級別的上市債券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中等投資級別），因此被視為高信用風險投資。於本中期期
間，本集團錄得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信貸虧損撥備31,85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10,000港元）。

於報告期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的發行人（「發行人」）宣佈，倘經持有人的同意
（其後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取得同意），發行人發行的全部票據的到期日將延長一至兩
年。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由發行人發行的總面值11,657,000美元的票據
（統稱「票據」）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反映為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賬面值約為
47,518,000港元。本集團擬持有票據至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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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客戶30天至150天之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133,683 142,367
31至60天 81,034 55,079
61至90天 49,657 42,889
91至120天 19,808 14,981
120天以上 6,466 8,885

290,648 264,201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146,486 115,754
31至60天 17,830 29,969
61至90天 2,934 22,634
91至120天 614 11,856
120天以上 7,486 16,338

175,350 19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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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735,00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619,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6,000,000港元或19%。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98,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22,000,000港元），同比增加
約176,000,000港元或145%。

隨著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陷入高通脹，平板顯示器行業的營商環境迎來了挑戰。
為應對高通脹，美國政府不斷以快於預期的步伐大力收緊其貨幣政策。英國及歐
盟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亦不斷提高利率，以尋求抑制先是由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發
所觸發，其後再因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短缺而加劇飆升的生活成本。在中國，由
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曠日持久，經濟增長不斷放緩。以上種種因素窒礙全球經濟
於回顧期內增長。

儘管對電子零部件的整體需求波動，但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銷售及盈利仍錄得理
想增長。該成就主要歸功於本集團專注於高價值產品的高增長業務分部的策略。
嚴格控制物料成本、靈活庫存管理及勞動效率提升促使毛利增加。於回顧期內，
營業額同比增長19%，毛利亦由去年同期的99,000,000港元微升至122,000,000港
元。回顧期內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提高至約17%。

由於通訊、工業控制設備、醫療保健產品及智能家電等行業的強大需求，液晶體
顯示器模組（「LCM」）的銷售額同比增加31%至516,000,000港元。期內，由LCD
單片轉用LCM的情況仍然持續。於回顧期內，LCD的銷售同比適度減少14%至
108,000,000港元。LCM－其他相關產品如：電容式觸控面板（「CTP」）及TFT-
CTP模組的銷售同比增長11%。有關增長歸因於本集團針對通訊、智能家居及智
能辦公室電器行業成功展開營銷推廣。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約為1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7,000,000港元）。其他
收入主要包括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利息收入及政府補貼等項目。

本集團從其他損益中錄得收益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00,000港元）。這主
要是來自匯兌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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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之信貸虧損撥備32,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1,000,000港元）。本集團已投資於綠地全球投資有限公司（「發
行人」）所發行的票據。於回顧期內，發行人要求將其所發行的其中一項票據的到
期日由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延期票據」），
且該要求已獲得相關票據持有人的批准。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
延期票據及若干由發行人發行的票據（統稱為「綠地票據」），總面值為11,657,000
美元，賬面成本（已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約為6,000,000美元（相等於約48,000,000
港元）。本集團擬持有綠地票據直至到期日。本集團正密切關注有關情況，並將於
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於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4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8,000,000港
元）或同比增長23%。這主要是由於促銷開支及員工相關成本隨著營業額的增加而
增加。

於回顧期內，行政開支同比增長32%至21,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6,000,000
港元），此乃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員工相關費用的增加所致。

聯營公司投資

於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之投資

本集團擁有29.75%股權的聯營公司南通江海主要從事鋁電解電容器、薄膜電容器
和超級電容器的生產和銷售，以及高性能鋁電解電容器用鋁箔的生產及銷售。

儘管營商環境嚴峻，南通江海於回顧期間內仍取得理想業績。本集團應佔南通江
海之溢利由去年同期92,000,000港元增加至回顧期間128,000,000港元。其主要產
品可分為三個組別：(i)鋁電解電容器、(ii)薄膜電容器及(iii)超級電容器。透過長
期投資於材料、產品開發及製造加工方面的新技術研發，南通江海已實現可持續
增長。於回顧期間內，南通江海充分把握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蓬勃
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實現主要目標，繼續鞏固其在工業用途行業市場中的主導地
位。南通江海繼續精簡營運，並致力於拓展新市場分部，提升經營業績。

南通江海通過鞏固其於變頻器、變流器及車載充電器市場的地位，已成為全球大
型鋁電解電容器市場的頭部廠商之一。為進一步擴大市場範圍，南通江海亦正在
開發其他主要產品，例如固態疊層高分子電容器及固液混合電容器。而南通江海
為提高產能而在內蒙古建設之高性能鋁電解電容器生產設施項目已取得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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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及電動汽車等行業已迅速採用薄膜電容器，而南通江海抓住了該機遇。南
通江海正在研發薄膜電容器的新應用方式，預期將有助其業務進一步發展。

超級電容器被廣泛應用在不同領域，包括智能電錶、電網等市場應用。南通江海
繼續鞏固其在港口機械、採掘裝備、電動汽車、電網調頻等市場的地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出售南通江海合共10,463,000股股份（佔南通江海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約1.3%），總代價約248,000,000港元，並實現稅後收益148,000,000港元。
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開始投資南通江海，自此南通江海的業務大幅增長。管理層
認為，變現部分收益並將出售所得款項用於發展自身業務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出售後，本集團仍然為南通江海之最大股東。南通江海也將繼續為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而南通江海的業績也將繼續採用權益會計法計入本集團的財
務報表。

於蘇州清越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清越」）之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分佔蘇州清越（一間本集團擁有35.1%股權的聯營公司，
從事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電子紙模組及硅基OLED的銷售）的溢利約為
13,0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錄得的約7,000,000港元增加86%。

蘇州清越是全球領先的被動式有機發光二極管（「PMOLED」）企業之一。憑藉其領
先及專有技術，蘇州清越已提高在電子紙模組及硅基OLED領域的投資並且更專
注在該等領域。期內，電子紙模組業務發展蓬勃，為蘇州清越的銷售額及溢利增
長作出重大貢獻。雖然硅基OLED領域處在早期的發展狀態但仍然為蘇州清越的
發展主題。製造高性能「近眼式」顯示屏，可應用在提供增強現實（「AR」）及虛擬
現實（「VR」）的眼鏡或智能眼鏡等。

為支持其業務擴張，蘇州清越已申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進行首次公開發
售。該註冊申請最近已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所得稅

與本集團業務有關的實際稅率（所得稅開支（不包括聯營公司未分配溢利之預扣
稅）佔撇除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之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百分比）為16%（二零二一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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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二三財政年度上半年，整體行業面對諸多挑戰：全球疫情持續、烏克蘭危
機、高通脹及利率持續上升等。儘管我們預期營商環境在可見未來仍然難以預
測，但我們於二零二三財政年度的強勁開局已展示出我們應對市場波動的能力。
我們亦有信心南通江海及蘇州清越將繼續蓬勃發展－其備受信賴的品牌及強大的
客戶認可將帶動未來實現可觀增長。憑藉彼等領先的技術及基礎設施，彼等具備
獨特優勢，可捕捉龐大而持續增長的潛在市場。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2.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9）。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0.3%（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0.5%）。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2,947,000,000港元，其中包括負
債483,000,000港元及總權益2,464,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160,000,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60,000,000港元），其中約8,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12,000,000港元）已動用，主要用於簽發信用證、短期貸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外幣資產及負債，使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管理層監控
外匯風險，倘有需要則將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報告期後事項

(A) 延遲償還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綠地票據的發行人刊發公告，倘經持有人同意
（其後已取得同意），該發行人發行的所有票據的到期日均將延長一至兩年。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總面值為11,657,000美元的綠地票
據，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反映為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賬面值約
為47,518,000港元。本集團擬持有綠地票據直至到期日。本公司董事正密切
關注有關情況，並將於其認為適當時採取必要行動，包括就預期信貸虧損作
出額外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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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售於一間重大聯營公司的部份股權

於報告期後，本集團透過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以總代價人民幣
98,400,000元（相等於約105,553,000港元）出售合共4,100,000股南通江海的權
益股份（約佔0.5%的股權）。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南通江海繼續為本集團的聯
營公司，其業績繼續以權益會計法計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董事
正在評估出售交易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財務影響。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且本集團資產概無任
何重大抵押或質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福利乃參考市場條款及行業慣例而釐定。酌情花紅及其他業績
獎勵乃基於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發放。本集團僱員福利計劃包括
強制性及自願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已採納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據此，一名獨立受託人將可於市
場上購買本公司股份，並以信託形式代該計劃參與者持有，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的僱員或顧問，直至該等股份按該計劃的條文歸屬於相關參與者為止。該計
劃的目的是作為獎勵，以挽留及鼓勵參與者對本集團之持續營運及發展作出貢獻。

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股息。然而，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特別股息每
股本公司普通股20港仙。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或
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
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獲派特別股息的股東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星
期一）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取得特別股息，
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星期
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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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表明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並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董事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專門詢問全體董事，董事局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
任何不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自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購回8,479,171股股份，詳情載列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

最高價
已付

最低價
已付

總金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二年六月 680,000 3.09 3.00 2,079,100
二零二二年七月 3,920,000 3.35 2.94 12,351,200
二零二二年八月 1,800,000 3.09 2.98 5,508,940
二零二二年九月 2,079,171 3.07 2.90 6,246,240

總計 8,479,171 26,185,480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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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劉源新先生（主席）、朱知偉先
生及劉紀美教授。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且討論
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賬
目。

刊登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yeebo.com.hk)。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將在適當時間刊
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方仁德先生、李國偉先生及梁子權
先生，非執行董事陳爽先生，JP，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知偉先生、劉源新先生
及劉紀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