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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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716 

網 址 ： http://www.singamas.com 及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ingamas 

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向各位宣布，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712,209 1,807,819
其他收入  5,049 2,902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10,469) (21,483)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545,580) (1,377,444)
僱員成本  (98,615) (193,956)
折舊及攤銷  (29,434) (34,542)
扣除回撥之信用損失準備  (7,961) (924)
匯兌（虧損）收益  (2,282) 4,452
其他費用  (118,877) (151,793)
財務費用  (14,515) (18,549)
投資收入  9,629 7,51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382) 4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7,771 65,604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829) (2,512)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127 37

   
除稅前（虧損）溢利  (94,159) 87,173
所得稅項開支 4 (16,638) (13,791)

   
本年度（虧損）溢利  (110,797) 7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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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1,515 
 

(3,052) 
結轉為投資物業時重估預付租賃款項 

及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 
  

- 
 

16,297 
結轉為投資物業時確認重估預付租賃

款項及物業、機器及設備產生的遞延稅

項負債 

  
 

- 

 
 

(4,783)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外匯折算差額  (2,023) (3,300) 
出售一合資企業釋放之外匯折算儲備  1,467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959 5,162 

    
年內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109,838) 78,544 

    
    
    
本年度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110,230) 72,252 
非控股股東權益  (567) 1,130 
    
  (110,797) 73,382 
    
應佔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09,245) 77,660 
非控股股東權益  (593) 884 
    
  (109,838) 78,544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  (4.56)美仙 2.99 美仙 

    
攤薄  (4.56)美仙 2.99 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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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84,200 362,708 
使用權資產  43,986 - 
投資物業  18,504 18,068 
商譽  - 3,58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3,782 44,509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7,355 21,67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 

  
18,997 

 
17,482 

衍生金融工具  - 1,061 
預付租賃款項  - 88,415 
其他應收款項             10 29,090 - 
非流動資產按金  775 19,077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05,602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2,269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3,003 - 

   
397,563 

 
576,580 

 

流動資產 

   

存貨 8 76,136 222,039 
應收賬款 9 33,350 191,069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8,152 128,076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108,23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33,325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 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       8,421 18,538 
衍生金融工具  41 - 
可收回之稅項  717 694 
預付租賃款項  - 1,54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9,032 119,879 

   
275,849 

 
8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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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3,240 122,264 
應付票據 13 1,608 80,216 
租賃負債  2,27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2,490 60,178 
預收賬款  18,259 43,114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03 - 
應付一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4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65 63 
應付合資企業款項  76 9 
應付稅項  11,112 5,137 
銀行借款  23,584 169,796 
    
  103,021 480,777 
    
流動資產淨值  172,828 342,62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70,391 919,2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68,149 268,149 
累計溢利  216,655 327,270 
其他儲備  41,006 61,2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25,810 656,6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897 39,082 
    
權益總額  562,707 695,77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210,640 
租賃負債  1,196 - 
遞延稅項負債  6,488 12,787 
    
  7,684 223,427 
    
  570,391 91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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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
工具及投資物業於各報告期末乃按公允價值計算。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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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具有負面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對2015年至2017年周期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除下述外，本年度應用的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前年
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本合併財務報表中所載之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租賃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
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確認。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C8(b)(ii) 號過渡確認額外租
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其金額相等於相關租賃負債。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異均在期初累計
溢利中確認及比較資料並沒有被重列。 
 
於過渡期間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經修定追溯法時，本集團對先前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按租賃基準對分別相關的租賃合約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
法： 
 

i.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替代方法，
以評估租賃是否屬繁重性質； 

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排除初始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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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對於相若經濟環境中相若類別相關資產的相若剩餘條款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尤其是若干於中國及香港的租賃土地和建築物的租賃貼現率乃以組合基準釐定；及 

iv.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使用事後分析，為本集團具有延期及終止選擇權的
租賃釐定租期。 

 
於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負債時，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已應用有關集團實體的新
增借款利率。已應用的加權平均新增借款利率為5%。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披露之經營租約承擔 4,739 
加:  合理地確認不會行使提前終止的選擇 5,529 
減:  確認豁免－剩餘租賃期限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十二個月內之租賃 (491) 
減:  以新增借款利率折現 (675) 
以相關新增借款利率折現之租賃負債 9,102 
  
分析為:  
流動部分 3,429 
非流動部分 5,673 

 9,102 
 
使用權資產之賬面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包括下列各項： 

 附註 使用權資產 
千美元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確認與經營租賃相關之使
用權資產 

  
9,102 

自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 a 89,962 
  99,064 
按類別:   
租賃土地及建築物  99,064 

 
附註: 

a  於中國租賃土地及建築物之預付款項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預付租賃款
項。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租賃款項流動與非流動部分分別為
1,547,000美元及88,415,000美元，並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毋須就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該等租賃對過
渡作出任何調整，但須自首次應用日期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該等租賃入賬，且
無需重列比較資料。 

 

(a)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初始應用日期後訂立而與現有租賃合約項下相同
目標資產有關的新租賃合約按現有租約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修改計算。該應用並無
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然而，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起，修改後的租賃期修訂相關的租賃付款於延長後的租賃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收入。 

(b)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
益」分配合約的代價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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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會計政策之變更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於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
財務報表並沒構成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對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惟未包括不受變更影響之
項目。 
 

 

先前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報

告的賬面價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6 號的賬面價值 
 
 
非流動資產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預付租賃款項 88,415  (88,415)  - 
使用權資產 -  99,064  99,064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547  (1,547)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429)  (3,42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5,673)  (5,673) 
 
 
 
已頒布惟尚未生效之新制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以下已頒布惟尚未生效之新制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同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之定義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的修訂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間的

資產出售或投入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之定義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指標變革 4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起生效。 
2 對業務合併或資產收購之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起生

效。 
3 將釐定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起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起生效。 

 
除上述新制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於2018年已發布經修訂的財務報告概念框
架。其相應修訂，即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標準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修訂，自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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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重大之定義」 
  
該等修訂對重大之定義進行了修訂，包括對重大判斷時的額外指引及解釋。特別是有關修
訂：  
 

• 包含「掩蓋」重要資料的概念，其與遺漏或誤報資料有類似影響； 
• 就影響使用者重要性的範圍以「可合理預期影響」取代「可影響」；及  
• 包含使用詞組「主要使用者」，而非僅指「使用者」，其於決定於財務報表披露何等

資料時被視為過於廣義。 
 
該等修訂與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定義一致，並將在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
度起強制生效。預期應用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重大影響，惟可能影
響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的呈列及披露。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預見未來應用全部新制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政報告準則將不
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製造業務之銷售及物流服務之服務收益減有關銷售稅，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製造業務 683,925 1,780,404 
物流服務 28,284 27,415 
 712,209 1,807,819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拆分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商品或服務的類別 千美元 千美元 
製造業務(一個時間點確認)：   

乾集裝箱 453,949 1,414,658 
冷凍集裝箱 92,335 99,425 
罐箱 33,830 67,189 
美國內陸集裝箱 25,313 115,227 
其他特種集裝箱及集裝箱配件 78,498 83,905 

 683,925 1,780,404 
物流服務(隨時間推移確認)：   

集裝箱儲存及處理服務 6,547 5,482 
維修及運輸服務 6,313 6,731 
集裝箱貨運站服務 9,615 9,397 
其他集裝箱相關服務 5,809 5,805 
 28,284 27,415 

  
712,209 

 
1,80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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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即首席行政總監）呈報之資料，現劃分
為兩個經營部門 – 製造業務和物流服務。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後，本集
團以該等部門為基準呈報其分部資料。 

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並没有併合主要營運決策者所確定之經營分部。 

主要業務如下： 

製造業務 — 生產乾集裝箱、冷凍集裝箱、可摺疊式平架集裝箱、罐箱、美國內陸
集裝箱、海工集装箱、其他特種集裝箱以及集裝箱配件。 

物流服務 — 提供集裝箱儲存、維修、拖運、貨運站、集裝箱／散貨處理，以及其
他集裝箱相關服務。 

該等分部資料呈報如下：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經營及可報告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製造業務 
千美元 

物流服務 
千美元 

小計 
千美元 

抵銷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83,925 28,284 712,209 - 712,209 
分部間銷售 - 3,281 3,281 (3,281) - 
合計 683,925 31,565 715,490 (3,281) 712,209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分部業績 (92,352) 1,544 (90,808) - (90,808) 
財務費用   (14,515) 
投資收入  4,47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
損  (38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7,77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829)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127 

除稅前虧損  (9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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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製造業務 

千美元 
物流服務 

千美元 
小計 

千美元 
抵銷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780,404 27,415 1,807,819 - 1,807,819 
分部間銷售 - 8,135 8,135 (8,135) - 
合計 1,780,404 35,550 1,815,954 (8,135) 1,807,819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分部業績 35,349 2,805 38,154 - 38,154 
財務費用  (18,549) 
投資收入  4,39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收益  47 
出售一附屬公司之收益  65,604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512)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37 

除稅前溢利  87,173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產生虧損)所得溢利，且未分配財務費用、某些投資收入、衍生金融工具之公
允價值(虧損)收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及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此乃就
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首席行政總監呈報之基準。 

 
地區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分佈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之製造業務設於中國。物
流服務則設於香港及中國。 

 
下表根據製造業務分部的客戶所在地以及物流服務分部的貨品/服務來源，按地域市場分析本
集團之營業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總額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美國 

 
169,363 

 
- 

 
169,363 

  
787,227 

 
- 

 
787,227 

韓國 108,878 - 108,878  94,394 - 94,394 
香港 103,854 4,476 108,330  387,059 4,823 391,882 
新加坡 92,747 - 92,747  209,463 - 209,463 
歐洲 80,957 - 80,957  104,197 - 104,197 
中國 32,826 23,808 56,634  39,839 22,592 62,431 
台灣 52,363 - 52,363  74,839 - 74,839 
其他 42,937 - 42,937  83,386 - 83,386 
總額 683,925 28,284 712,209  1,780,404 27,415 1,80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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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按地區（資產所在地）分析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之賬面淨值： 
 

 金融工具以外的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淨值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中國  156,451 511,587 
香港  13,304 13,992 
其他  28,847 32,458 
  198,602 558,037 

 
主要客户資訊 

 
於二零一九年，沒有客戶（二零一八年：兩個客戶）貢獻超過總銷售額10％以上。於二零一
八年，客戶貢獻超過總銷售額10％以上的，總額為394,875,000美元。 

 

4. 所得稅項開支 
 
由於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以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於中國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年度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年度 18,284 13,634 
—  前年度多做撥備 (2) (792) 
 18,282 12,842 

遞延稅項：   
—  本年度支出 (6) (45) 
— 未分配利潤的代繳稅 (1,638) 994 
 (1,644) 949 
   

本年度所得稅項開支 16,638 13,791 

 
 

5.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年內確認為已分派股息：   
   
上年度之末期股息 — 已付每股普通股 7 港仙 

    （二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 2.5 港仙） 
 

21,654 
 

7,702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每股普
通股7港仙，總計約169,184,000港元（相當於約21,602,000美元））。 
 
由於本年度出售附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特別股息
每股普通股13港仙（二零一八年：無），總計約314,200,000港元（相當於約40,282,000美
元） ，惟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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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虧損）盈利：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之（虧損）
盈利 

 
(110,230) 

 
72,252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目 

 
   2,416,919,918 

 
2,416,919,918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比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的每股平均市場價格為
高，因此並没有攤薄影響，故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攤薄每股（虧損）盈利時並未包括該等購股權。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年內，物業、機器及設備增加了33,159,000美元（二零一八年：42,185,000美元），用於提升
本集團現有的製造業務及物流服務設備。 此外，通過出售附屬公司而出售的物業、機器及設
備為271,069,000美元（二零一八年：22,546,000美元）。 

 
 

8. 存貨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原材料 46,651 101,035 
在製品 8,288 46,510 
製成品 21,197 74,494 
 76,136 222,039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存貨之賬面淨值預期將可在未來十二個月內
消化。 

 
 

9. 應收賬款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應收賬款 34,049 192,068 
減：信用損失準備 (699) (999) 
應收賬款淨值 33,350 191,069 

 
本集團已制定一套明確之信貸政策。信貸期由 30 天至 120 天不等(二零一八年：由 30 天至 
120 天不等)，視乎客戶之信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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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扣除信用損失準備之應收賬款（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並與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
約，或提供服務日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21,055 125,636 
三十一至六十天 7,337 36,406 
六十一至九十天 3,293 20,294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832 4,653 
一百二十天以上 833 4,080 
 33,350 191,069 

 

本集團根據歷史拖欠率及客戶之信譽評估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 
 
 

10.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與出售附屬公司有關的應收取代價
39,456,000美元（二零一八年：48,653,000美元）、與出售一合資企業有關的應收取代價
6,811,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無）及預付8,594,000美元（二零一八年：37,823,000美元）予多
家供應商作為購買原材料按金。餘額主要包括可退增值稅款及其他預付款。 
 
 

1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一般信貸期為 30 至 90 天（二零一八年：30至 60 天）。 
 
於報告期末扣除信用損失準備之應收聯營公司貿易相關款項（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計算，並與
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約）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505 123
三十一至六十天 69 13
六十一至九十天 540 13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306 172
一百二十天以上   7,001 5,635
 8,421 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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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2,306 54,417 
三十一至六十天 3,638 30,532 
六十一至九十天 1,851 15,190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433 12,598 
一百二十天以上 5,012 9,527 
 23,240 122,264 

 

本集團已制定金融風險控制政策來確保所有付款均在信用期限內。 
 
 

13. 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票據（以每張票據之發行日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61 21,446 
三十一至六十天 817 9,194 
六十一至九十天 - 3,808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 5,977 
一百二十天以上 430 39,791 
 1,608 80,216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千港元 千美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年初及年終 2,416,919,918 2,416,919,918  268,149 2,078,513 268,149 2,078,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