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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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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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 Area Gold Group Limited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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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a) 628,637 335,195

銷售成本 6(b) (551,517) (244,829)

毛利 77,120 90,366

其他收入 5 1,694 1,079
其他虧損 5 (2,247) (281,237)
銷售及分銷成本 (5,001) (4,546)
行政費用 (52,032) (96,718)

經營溢利╱（虧損） 19,534 (291,056)
財務成本 6(a) (134,684) (169,84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51 956

除稅前虧損 6 (114,199) (459,947)
所得稅抵免 7 2,832 5,3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 (111,367) (454,551)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每股虧損 9
 基本 (37.49) (155.75)

 攤薄 (37.49) (1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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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 (111,367) (454,551)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96,261) (5,434)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股本工具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53,200 61,412

本期其他全面（開支）╱收益，除稅後 (43,061) 55,9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154,428) (39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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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幣列示）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5,765,344 5,860,716
 固定資產 4,967,384 5,032,015
 使用權資產 35,517 39,731
 就金礦採礦權及探礦權所付按金 139,306 142,088
 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股本工具投資 348,426 293,96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2,943 12,241
 應 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09,690 111,880
 已抵押存款 14 – 44,752
 就固定資產所付按金 91,867 87,853
 其他按金 991 1,006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471,468 11,626,246

流動資產
 存貨 172,853 137,688
 應 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308,241 259,720
 已抵押存款 14 16,454 61,534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2,067 2,355
 現金及銀行結餘 51,645 68,473

流動資產總額 551,260 52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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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以港幣列示）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29,731 945,586
 合同負債 11 57,181 38,698
 銀行及其他貸款 1,835,051 2,063,686
 租賃負債 2,796 4,166
 應付稅項 4,293 4,654

流動負債總額 3,029,052 3,056,790

流動負債淨值 (2,477,792) (2,527,0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93,676 9,099,22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1,268,614 1,177,603
 衍生金融工具 12 17,555 55,802
 可換股債券 12 278,529 272,391
 租賃負債 1,122 3,570
 遞延稅項負債 550,412 558,576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16,232 2,067,942

資產淨值 6,877,444 7,031,28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5,942 5,936
 儲備 6,871,502 7,025,3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6,877,444 7,0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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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公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列明者外，所有款項以港幣列示）

1. 一般資料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前稱麥盛資本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中期報告公司資料
一節中披露。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
金礦開採、加工及黃金產品銷售，於中國買賣金屬及礦產，以及在香港及中國從事提供金
融服務業務，包括資產管理、證券經紀、融資及諮詢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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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之董事已對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作出考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11,367,000港
元，及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為2,477,792,000港元。該等情況顯
示重大不確定性之存在，從而可能令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備受質疑。然而，考慮下述事
項後，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應付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財務所需：

(i) 本公司股東柳士威已同意於有需要時候會提供持續財務支援，讓本集團能償付其於
可見未來到期之負債。

(ii) 基於本集團管理層編製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之現金流量預測，
本集團將可從其持續經營項目中產生足夠之現金流量及獲取足夠資金，以應付本集
團於可見未來到期之債務。根據過往記錄，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未償還的絕大部分借款（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以及可換股債券）將於到期時
按現有條款及條件重續，且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內概無訂約方要
求償還該等借款。

因此，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屬合適。倘本集團未能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本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反映任何該等調整之影響。

3. 會計政策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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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於本期內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先前期間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者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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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益

收益指金礦開採業務（定義如下）下之出售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予客戶之銷售價值
（減增值稅、退貨及折扣）、金屬及礦產貿易業務（定義如下）下之出售金屬及礦產之
銷售價值以及金融服務業務（定義如下）下之管理及表現費用、證券買賣佣金及經紀
費用收入。報告期間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
 －黃金產品 321,646 276,296
 －其他副產品 17,169 29,466

338,815 305,762

金屬及礦產貿易客戶合約收益 288,788 24,849

金融服務業務客戶合約收益 1,034 4,584

628,637 335,195

確認收益時間：
 於時間點確認 627,603 330,611
 隨時間確認 1,034 4,584

628,637 335,195

(b)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織其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三個可
報告經營分部：

(i) 金礦開採、加工及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之銷售（「金礦開採業務」）；

(ii) 購買和銷售金屬及礦產（「金屬及礦產貿易」）；及

(iii) 提供金融服務，包括資產管理、證券經紀、融資及諮詢服務（「金融服務業
務」）。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如何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分部表
現是根據可報告分部利潤或虧損進行評估，該分部利潤為經調整的除稅前溢利或虧
損。經調整的除稅前溢利或虧損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或虧損計量一致，除利息收
入及財務成本不在此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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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負債不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可換股債券及相關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他未分配企
業負債，因為該等負債以集團形式管理。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超過90%之收益來自中國之活動，而其主要資產位於中國。因
此，並無提供地區資料分析。

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的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金礦開採
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服務
業務 總計

金礦開採
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服務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338,815 288,788 1,034 628,637 305,762 24,849 4,584 335,195

分部溢利╱（虧損） 30,926 308 (11,240) 19,994 (8,741) 50 (281,887) (290,578)

調節項：
利息收入 491 478
財務成本 (134,684) (169,847)

除稅前虧損 (114,199) (459,947)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76,739 — — 76,739 85,591 — — 85,591
折舊及攤銷 87,963 — 21 87,984 91,921 — 382 92,303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 951 951 — — 956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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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礦開採
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服務
業務 總計

金礦開採
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服務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及資產合計 11,444,788 78,556 499,384 12,022,728 11,672,411 — 483,605 12,156,016

分部負債 1,616,050 78,531 50,954 1,745,535 1,460,001 — 95,249 1,555,250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399,749 3,569,482  

負債合計 5,145,284 5,124,732

來自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客戶（全部來自金礦開採業務和金屬及礦產貿
易）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iii) 130,672 （不適用）*
客戶乙 (ii) 118,179 77,631
客戶丙 (i) 108,394 92,689
客戶丁 (iii) 106,171 （不適用）*
客戶戊 (iv) （不適用）* 95,710

*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或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該客戶進行之交易並
無佔本集團總收益之10%或以上。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金礦開採業務和金屬及礦產貿易之收
益（二零一九年：來自金礦開採業務之收益）。

(i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金礦開採業務之收益（二零一九年：
來自金礦開採業務之收益）。

(ii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金屬及礦產貿易之收益。

(iv)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金礦開採業務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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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91 478
雜項收入 1,203 601

1,694 1,079

其他虧損
商譽減值虧損 — (273,893)
匯兌虧損淨額 (2,740) (6,905)
終止租約收益 55 —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虧損） 438 (439)

(2,247) (281,237)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51,211 157,810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附註12） 22,567 12,063

 金融負債之利息開支總額 173,778 169,873
 減：於在建工程資本化之利息 (1,086) (961)

172,692 168,912
租賃負債利息 139 1,073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附註12） (38,147) (138)

134,684 169,847

(b) 其他項目：
 金礦開採業務之已出售存貨成本（附註） 263,037 220,030
 金屬及礦產貿易之已出售存貨成本 288,480 24,799

 銷售成本總額 551,517 244,829
 無形資產攤銷 44,210 42,552
 固定資產折舊及攤銷 41,710 46,04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064 3,706
 短期租賃之租賃付款 1,834 5,776

附註： 金礦開採業務之已出售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開支總額96,812,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879,000港元），其各自款項已計入上文獨立披露
的各此等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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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a) 簡明綜合損益表所示之稅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往年不足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589) (345)

(589) (345)
遞延稅項抵免 3,421 5,741

所得稅抵免總額 2,832 5,396

(b) (i)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5%應課稅溢利計算。

(i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須繳
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根據百慕達、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例及規則，本集團獲豁免繳納任何
百慕達、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所得稅。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11,36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454,551,000港元）以及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297,071,022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1,846,078股）計算。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297,071,022股乃經計及股份合併（據此，本公司每20股已發行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新
股，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起生效，詳情載於附註13(b)）後計算所得。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前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的比較資料已相應重列，以和本期間的呈列保持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於
兩個所示期間並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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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貸款以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貸款 (a)至(d) 202,586 155,835
其他應收款項 130,676 119,598

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計 333,262 275,433
按金及預付款項 84,669 96,167

417,931 371,600

非即期部分 109,690 111,880
即期部分 308,241 259,720

417,931 371,600

於報告期末，所有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均預期於一年內予以
收回或確認為開支，惟非即期部分除外。

(a) 應收賬款及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下之應收賬款 (b) 14,340 35,754
金屬及礦產貿易下之應收賬款 (c) 78,556 —
金融服務業務下之應收賬款及貸款 (d) 109,690 120,081

202,586 15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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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礦開採業務下應收賬款

(i) 於報告期末，金礦開採業務下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兩個月 3,466 628
超過兩個月但少於四個月 7,005 9,450
超過四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 4,622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992 18,119
超過一年 2,877 2,935

14,340 35,754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於產品交付日或產品交付後七日內作出付款。數月以內之
信貸期，以每個交易為基礎，授予具有高信貸質素之客戶。

(ii)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

本集團於各報告日期使用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率乃基於具有類似虧損模式（即按地區、產品類別、客戶類別
及評級、信用證及其他信貸保險形式之保障劃分）之多個客戶分部組別逾期天
數釐定。有關計量反映概率加權結果、貨幣之時間價值及於報告日期可獲得之
有關過去事件、目前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之合理可靠資料。

於報告期末，金礦開採業務下的應收賬款既未逾期亦未減值，與近期並無違約
歷史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在本集團有良好往績
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去的經驗，管理層認為，由於信貸質量並未發生
重大變化，且該等結餘仍視作可完全收回，因此這些結餘毋須計提減值撥備。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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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屬及礦產貿易下應收賬款

(i) 於報告期末，金屬及礦產貿易下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根據發票日期之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超過兩個月但少於四個月 78,556 —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於產品交付日或產品交付後七日內作出付款。數月以內之
信貸期，以每個交易為基礎，授予具有高信貸質素之客戶。

(ii)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

本集團於各報告日期使用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率乃基於具有類似虧損模式（即按地區、產品類別、客戶類別
及評級、信用證及其他信貸保險形式之保障劃分）之多個客戶分部組別逾期天
數釐定。有關計量反映概率加權結果、貨幣之時間價值及於報告日期可獲得之
有關過去事件、目前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之合理可靠資料。

於報告期末，金屬及礦產貿易下的應收賬款既未逾期亦未減值，與近期並無違
約歷史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在本集團有良好
往績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去的經驗，管理層認為，由於信貸質量並未
發生重大變化，且該等結餘仍視作可完全收回，因此這些結餘毋須計提減值撥
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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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服務業務下應收賬款及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金融服務業務應收賬款及貸款 109,690 120,081

(i) 於報告期末，根據自有關合約生效日期起此等金融服務業務下之其他金融服務
業務應收款項的賬齡計算，應收賬款及貸款（已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一年 — 3,723
多於一年 109,690 116,358

109,690 120,081

(ii)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

本集團採用了一般方法來計算有關包含了重大融資組成部分的其他金融服務業
務應收賬款及貸款。預期信貸虧損分兩個階段進行確認。對於自首次確認後
並無顯著增加的信貸風險，預期信貸虧損就可能於未來12個月內（12個月預期
信貸虧損）出現的違約事件計提撥備。對於自首次確認後有顯著增加的信貸風
險，須在信貸虧損風險預期的剩餘年期計提虧損撥備，不論違約事件於何時發
生（全期預期信貸虧損）。

於各報告日期，本集團評估自初步確認後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是否大幅增加。
於進行評估時，本集團比較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違約的風險與金融工具在於
首次確認日期時發生違約的風險，並考慮合理且可支持的信息﹙無需過多成本
或努力即可獲得﹚，包括歷史和前瞻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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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同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a) 221,948 129,566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54,464 779,604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1,076,412 909,170
出售附屬公司已收按金 17,533 –
預收賬款 35,786 36,4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9,731 945,586

合同負債－客戶預收賬款 57,181 38,698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本集團與一名第三方訂立一項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出售而第三方
同意收購若干附屬公司100%股權，總代價最高為23.1百萬港元，其中按金合共17.5百萬港
元由本集團於期內收取。出售該等附屬公司直至報告期末及批准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日尚未完成。出售該等附屬公司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之已刊發公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預收賬款主要指預收的政府補
助。

合同負債57,18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698,000港元）預期確認為下一
個財政年度內的收入。

(a) 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下之應付賬款 (b) 141,352 127,214
金屬及礦產貿易下之應付賬款 (c) 78,531 —
金融服務業務下之應付賬款 (d) 2,065 2,352

221,948 12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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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礦開採業務下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金礦開採業務下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三個月 14,209 12,793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60,726 18,074
超過一年 66,417 96,347

141,352 127,214

(c) 金屬及礦產貿易下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金屬及礦產貿易下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78,531 —

(d) 金融服務業務下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2,065 2,352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付賬款之還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應付現金客戶賬款亦包括存放
於認可機構之獨立信託賬戶之應付賬款。鑒於此等應付賬款之性質，賬齡分析不會
提供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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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

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72,391 55,802 328,193
轉換為本公司股份 (488) (100) (588)
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利息開支（附註6(a)） 22,567 — 22,567
利息支付 (15,941) — (15,941)
公平值收益（附註6(a)） — (38,147) (38,14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78,529 17,555 296,084

(a) 可換股債券自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8厘計息。可換股債券的其
他主要條款進一步詳述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到期（「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因此，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於報告期內，總本金額為543,408港元的可換股債券獲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
元的6,175,088股新普通股（附註13(a)）。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之未
償還本金額約為303百萬港元。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衍生
工具之公平值乃由具有認可資質及經驗的獨立專業估值機構利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
作出之估值釐定。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指債券持有人有權選擇將二零二一
年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及債券持有人享有認沽權可要求本公司按二零二一
年可換股債券之條款於指定日期贖回若干數額之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於報告期
間，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38,147,000港元被確認。下列
假設乃用於計算各衍生工具之公平值：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港元） 0.03 0.049
兌換價（港元） 0.071 0.088
可換股債券預期剩餘年期（年） 1.25 1.75
預期波動(%) 76 82
無風險利率(%) 0.23 1.75
預期股息率(%) 0 0
貼現率(%) 17.69 16.5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股份於緊接有關重訂參考日期（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最後連續20個交易日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之算術平均值（即每股
0.0443港元）低於現行換股價（每股0.088港元）及重訂下限價（即每股0.071港元），故
換股價已作調整至每股0.071港元，即基準價格，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之未償還本金總額為302,678,131港元。倘
可換股債券按經調整換股價每股0.071港元獲悉數兌換，合共將發行4,263,072,267股
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1.75%及本公司
經發行換股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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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換股價變動之詳情載於(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之通函，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債券之條款及條件以及信託契據之建議修訂；(ii)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及有關債券之
新建議事項生效；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重
訂換股價。

於報告期末後，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已因股份合併而由0.071港元調整至
1.42港元，自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起生效，詳情載於附註13(b)。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每股面值0.001港元普通股 5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面值0.001港元普通股 5,935,722 5,936
於兌換可換股債券時已發行股份 (a) 6,176 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面值0.001港元普通股 5,941,898 5,942

(a)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總本金額為543,408港元的可換股債券
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6,175,088股新股份（附註12）。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建議實施股本重組（「股本重組」），當中包括以
下事項：

(i) 按每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
股面值0.02港元的合併股份之基準進行的股份合併；

(ii) 透過註銷本公司繳足股本（以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0.019港元為限）削減本公司
的已發行股本，致使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的面值由0.02港元削減至0.001港元的
股本削減；及

(iii) 將每股面值0.02港元的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包括股本削減產生的合併股份）
拆細為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經調整股份的股份拆細。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股本重組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舉行的特別股東大會上獲批
准。股本重組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生效。股份合併完成後，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由5,941,898,079股減至297,094,903股。合併股份在所有方面將各自享有同等權益。
股本削減產生之進賬約5,644,803港元已從股本賬目撥入本公司之實繳盈餘賬。上述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二零二零年八
月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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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產抵押

已用於抵押有關銀行及其他貸款的本集團資產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採礦權 5,502,535 5,592,814
固定資產 702,059 721,53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工具投資 348,426 293,964
已抵押存款 16,454 106,286

6,569,474 6,714,598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兩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兩間）附屬公司之所有已發行股份及兩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間）附屬公
司之49%已發行股份已用作於抵押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

15. 比較數字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期間的每股虧損已重列，其詳情載於附
註9。

16.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中期業績公告其他章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重大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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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重點摘要

‧ 經營溢利2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經營虧損291百萬港元）

‧ 淨虧損減少76%至11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455百萬港元）

‧ 每股虧損減少76%至37.49港仙（二零一九年：155.75港仙（經重列））

‧ 全面開支總額減少61%至15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399百萬港元）

‧ 收益增加88%至62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335百萬港元）

‧ 黃金產量減少3%至2.9萬盎司（二零一九年：3.0萬盎司）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增加至3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2%）

收益及業績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經營溢利20百萬港元，上年報告期間則錄得經營虧損291
百萬港元。由經營虧損轉為經營溢利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去年報告期間錄得一次性商
譽減值虧損約274百萬港元，但於本報告期間並無發生相關虧損。由經營虧損轉為經
營溢利也由於行政開支下降所致。然而，本節以下一段所述的毛利下降導致經營溢
利有所削減。因此，本集團除稅後虧損於報告期間下降至111百萬港元，而去年報告
期間則為455百萬港元。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益增加88%至62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335百萬港
元）。收益增加主要因報告期間金屬及礦產貿易增加以及金價上漲。本集團於報
告期間的毛利率降至12%（二零一九年全年為16%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為27%），
乃由於毛利率較其他經營分部為低的金屬及礦產貿易之收益有所增加以及本集團
的單位生產成本增加。此外，目前正在生產的採礦場開採深度增加及地質結構複
雜，造成生產成本的提高。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全面開支總額減少61%至154百萬港元，而去年報告期間
則為399百萬港元。全面開支總額減少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除稅後虧損下降。然
而，全面開支總額部分虧損被報告期間本集團確認換算中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虧損（乃由於報告期間人民幣兌港元匯率貶值）增加至96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5百萬港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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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金礦開採業務、金屬及礦產貿易及金融服務業務的收益及業績分部資料詳
情載於本公告附註4。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每股虧損為37.49港仙（二零一九年：155.75港仙（經重列））。
去年報告期間的每股虧損已作調整，以反映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生效的
股本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3(b)）的影響。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百萬港元），與去年
相若。

本集團的其他虧損由去年報告期間的281百萬港元減少至報告期間的2百萬港元。
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於去年報告期間錄得一次性商譽減值虧損約274百萬港元，
但於本報告期間並無發生相關虧損以及匯兌虧損減少至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7
百萬港元）。

銷售和分銷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銷售和分銷成本與去年報告期間的5百萬港元相若。

行政費用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行政費用減少至5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97百萬港元），
較去年報告期間減少46%。

財務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財務成本為13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70百萬港元），
較去年報告期間減少21%。財務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可換股債券相關衍生金融工
具的非現金公平值收益由去年報告期間的0.1百萬港元增加至報告期間的38百萬
港元。然而，這部分被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增加至17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171百萬港元）所抵銷。

遞延稅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遞延稅項負債為55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59百萬港元），乃主要指本集團於過往年度收購金礦而產生暫時性
差異之估計稅務影響，並按採礦權公平值之增加部分以25%之中國所得稅稅率計
算。該等遞延稅項負債餘額隨後將會按採礦權攤銷之稅務影響撥回並計入綜合損
益表。該項債務乃按會計準則入賬，且因此毋需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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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存款）及流動負
債淨值分別為6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5百萬港元）及2,478百
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27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減
少主要是由於流動負債項下的銀行及其他貸款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減少229
百萬港元，此乃由於本集團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項下之銀行及
其他貸款分類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非流動負債。本集團的資產淨值減少至
6,87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31百萬港元）。

本集團主要以其營運所得現金及銀行、其他貸款及股權融資，滿足其營運資金及
資本支出的需要。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貸款須於一至
三年內償還，而其定息貸款佔貸款總額之92%。本集團貸款需求並無重大季節性
因素。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提供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財務所需，進一步詳
情載於本公告附註2。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和銀行及其他貸款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5,941,898,079股。

於報告期間，若干債券持有人已將債券轉換為6,175,088股本公司新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建議涉及以下各項的股本重組（「股本重
組」）：(a)按每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
(1)股每股面值0.02港元的合併股份之基準進行股份合併；(b)透過註銷本公司繳足
股本（以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0.019港元為限）削減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致使每
股已發行合併股份的面值由0.02港元削減至0.001港元的股本削減；及(c)將每股面
值0.02港元的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包括股本削減產生的合併股份）拆細為二十
(2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經調整股份的股份拆細。

建議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
准。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二零二零
年八月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的本公司公告內，以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
二十一日的本公司通函內。

於報告期末後及股本重組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生效之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由5,941,898.079港元（分為5,941,898,079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現有股份）減至
297,094.903港元（分為297,094,903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經調整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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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定期積極審閱及管理資本架構，以維持本公司擁有人較高回報及可能出現
之高借貸水平之間取得平衡、並保持穩健資本狀況所享有之優勢和安全，亦因應
經濟狀況變動而調整資本架構。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資本管理之方法並無改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增至3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2%）。本集團利用資產負債比率（其為淨債項除以總權益加淨債項計算
產生）監控資本。本集團之淨債項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及可換股債券，減去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及已抵押存款。本集團之總權益包括本集團總股本及儲備。

資產抵押

本集團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資產及負債來自中國以及按人民幣（為本集團中國國內之附屬公司的
功能貨幣）計值，因董事認為本集團所面臨之外匯風險能夠控制，故報告期間本
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外匯合約管理其外幣風險。

業務風險

本集團承受因黃金產品波動而產生之價格風險。為保障本集團避免因黃金產品價
格波動而受到影響，管理層會密切監察黃金產品價格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利
用衍生工具合約。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工具投
資348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的3%，主要包括於一間中國境內非上市公司之
投資約337百萬港元及於一間中國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11百萬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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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共有僱員約680人。本集團
根據員工之表現、經驗及現時行業慣例釐定所有僱員薪酬，並提供在職及專業訓
練予員工。本集團透過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項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其本
港僱員提供退休福利，並為中國內地員工提供由中國內地有關地方政府機關成立
之定額退休供款計劃。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後之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6。

黃金市場前景

自二零二零年初，黃金市場表現備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響。市場封鎖及收入緊縮
嚴重削弱黃金消費需求，同時為黃金投資帶來支持。整體消費者需求暴跌，飾金
需求不景氣，金條及金幣市場疲弱。然而，創紀錄的黃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交易
所交易基金」）流入抵銷了黃金需求的疲軟。因此，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研究，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整體黃金需求微跌6%至2,076噸。

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黃金需求減少11%至1,015.7噸。由於大流行導致全球動盪
不安及金價高企，致使第二季度飾金需求跌至史無前例的251噸，本年度上半年
大幅下降約50%至572噸。類似因素也導致電子產品的終端用戶需求下降，使得上
半年的科技行業黃金使用量亦跌見13%至140噸。

第二季度金條及金幣投資總額大幅下跌，上半年最終下跌17%至396.7噸，反映東
西方投資者對此投資分部的態度出現明顯差異，在多數亞洲及中東市場表現疲弱
的同時，而西方投資者的需求則上升。

與此同時，多間央行及政府為應付大流行分別致減息及注入大量流動資金，刺激
黃金交易所交易基金出現734噸的創紀錄流量。央行於本年度上半年購買233噸黃
金。上述所有流量有助帶動金價上升。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金價攀升9.2%，帶動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美元金價上升17%。

金礦生產及黃金回收亦受到因為應對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採取的封鎖及限制措施所
影響，上半年黃金總供應量下降6%至2,192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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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反覆肆虐，將會繼續對全球經濟造成破
壞，失業率高企及財富縮減。地緣政治不明朗因素亦將會對股票市場迥成波動。
為應付大流行，全球央行繼續減息，以穩定並刺激經濟。風險高、股票波動，加
上超低利率環境共同帶動黃金投資需求，使其發揮安全港資產的作用。此對二零
二零年下半年的金價帶來支持。

業務回顧

金融服務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維持於中國管理的一隻投資基金。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由於監管因素，本集團未能募集及備案新的基金。於二零
二零年下半年，我們將繼續跟進監管政策的變化，以爭取募集及備案新的基金。

金屬及礦產貿易

本集團於中國從事金屬及礦產貿易，此分部錄得收益約288,788,000港元（二零一
九年：24,849,000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專注於礦場開發及儲量轉換勘探。於報告期內，黃金總
產量為2.9萬盎司，較去年報告期間產量減少3%。

然而，本集團不時透過物色適當的勘探工作及開採方式，致力於提升其勘探及開
採活動。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以環保方式繼續在勘探、自新產能和資源擴
張以及控制成本方面持續作出努力。我們繼續致力為當地社區作出貢獻，將「以
安全及環保方式經營」作為我們的經營理念。

於報告期內，河南金興金礦正進行生產勘探、深部詳查和坑內鑽探工作，目前康
山金礦星星印一號豎井井筒和康山金礦後母寺二號豎井井筒正進行掘進工程；已
完成填圖工作，正展開激電測深工作。

河南欒靈金礦正積極推進綠色礦山的建設以爭取通過省級綠色礦山驗收，其中包
括內業資料整理、工業場地整治和外圍宣傳工作。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已完成各
複墾治理區域的樹苗栽種和豬頭坡露天採坑的回填。另外，亦正進行二採區安全
的整改工作如六大系統、wifi下井、斜井人車等以延續安全生產許可證。其中，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已完成巷道鋼木支護的整改。此外，為辦理新的採礦許可證時
可保留原礦區面積，原先計劃在礦區的空白區安排了五個鑽孔探礦工程，其後因
疫情影響施工及必須在八月份編製完成初步的勘察報告，最後縮減了鑽探工程至
兩個鑽孔。

雲南墨江金礦為探明中深部硫化礦與地表氧化礦的資源情況，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主要圍繞貓鼻樑礦段開展鑽探工程，目前兩個鑽孔均探至含礦石英岩，已完成三
個鑽孔並探獲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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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另一獨立第三方（「買家」）訂立買賣協議，
本公司同意出售而買家同意購買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等於資產淨值
加現金溢價，惟受限於最高金額23.1百萬港元。

完成買賣協議後，本公司將不再於目標公司（其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擁有任
何權益及彼等之財務業績及狀況將不會併入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出售事項所得款
項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上述出售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
十四日的公告內。於本中期報告日期，上述出售仍未完成。

除於上文披露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進行重大併購及出售活動。

關連交易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並沒有訂立非豁免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各關連人士交易乃全面獲豁免關連交易。

公司戰略及前景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持續之地緣政治不穩定，擔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引起
之經濟衰退，股票估值過高及超低利率環境將成為支持黃金市場之重要發力點。
本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金礦企業之一，將堅守我們的策略，以實現其潛在開
採加工產能以及進一步提升其生產過程及改進技術以達致成本效益。我們將致力
進行以下各項：(i)擴充我們現有礦場的產能；(ii)加快產能擴充建設工程及改善勘
探效率；及(iii)持續進行進一步勘探工程，以增加資源量及提升儲量。

鑒於持續地緣政治不穩定及經濟復甦緩慢，今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將持續波
動。因此，本集團將致力尋找新投資機遇，力求在瞬息萬變的挑戰和機會之中擴
大收入來源。一如既往，本集團將繼續嚴緊控制成本，並審慎地實施我們的增長
策略。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董事及外聘獨立核數師共同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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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之資料變更如下：

於過去三年擔任其他董事職務之經驗及其他主要任命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志恩女士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辭任匯銀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一所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除下文概述之若干偏離行為
外，本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
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以區分，不應由
同一人士擔任。此外，主席及行政總裁間之職責應明確劃分。

易淑浩先生現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易先生於業務管理及發展
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並可帶領本集團實現未來的持續增長，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職位均由易先生擔任對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及管理有利。本公司已考慮董事會權力
平衡的管治問題，並認為公司架構（包括董事會具備足夠獨立性及向管理層授予
權力）足以應對這個潛在問題。

守則條文A.6.7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
東大會，並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一位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事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然而，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執行董事易淑浩先生與若干獨立
非執行董事出席大會，令董事會得以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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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審閱報告節錄

本期間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尚未經審核，但已由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
（「中正天恆」）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
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其無修訂意見的審閱報告已載入
將寄送予股東的中期報告。

中正天恆已於其報告發表無修訂意見的結論，並附上「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明
朗因素」一段。中正天恆的結論節錄載列如下：

「結論

依照吾等之審閱結果，吾等並無察覺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吾等務請　閣下垂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顯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為111,367,000港元，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值約為2,477,792,000港元。該等情況顯示有重大不明朗
因素存在，這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鑒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附註2所詳述之措施及安排，董事認為　貴集團將能夠為其未來營運資金及
財務需求提供資金。吾等的結論並未因此事項而修改。」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有關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彼等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收購、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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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要求的一切資料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代表董事會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易淑浩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易淑浩先生、陳勝先生、張利銳先生、王保志先生及
黃志偉先生；非執行董事許進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志恩女士、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