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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

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

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

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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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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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華星控股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

或欺詐成分；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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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顏奕先生（主席）

拿督蕭柏濤

陳長征先生

非執行董事

顏奕萍女士

封曉瑛女士

陳國鋼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湯木清先生

陳素權先生

黎瀛洲先生

盧念祖先生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辭任）

公司秘書

劉德成先生，HKICPA

合規主任

拿督蕭柏濤

審核委員會

陳素權先生（主席）

湯木清先生

黎瀛洲先生

薪酬委員會

黎瀛洲先生（主席）

顏奕先生

拿督蕭柏濤

陳素權先生

湯木清先生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顏奕先生（主席）

拿督蕭柏濤

陳素權先生

黎瀛洲先生

湯木清先生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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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上環

干諾道中168至200號

信德中心西座

35樓3503室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新加坡濱海大道12號

濱海灣金融中心

03座43樓星展亞洲中心

新加坡

018982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股份代號

8237

公司網站

www.linkholdings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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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回顧期間」），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繼

續專注於新加坡的華星酒店經營並制定民丹資產（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總體發展規劃。

財務摘要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37.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1.7

百萬港元），下降約9.6%。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淨溢利由約5.3百萬港元增加至約5.5百萬港元。

本集團業績改善乃主要來自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成對其收購。

股東應佔溢利為約5.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5.1百萬港元）。每股

基本溢利為0.16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0.14港仙）。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建議不派付回顧期間的任何季度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新加坡開始經營酒店業務，而華星酒店於二零零七年開業。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業務並

無重大變動。華星酒店業務一直是且預期繼續是主營業務。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酒店經營

於回顧期間，客房收入為約31.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4.6百萬

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約83.3%（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83.0%）。客房

收入是華星酒店的酒店住宿所得收入及部分取決於所收平均房租及入住率。

下表載列所示回顧期間的總可出租客房晚數、入住率、平均房租及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平均

可出租客房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總可出租客房晚數 74,802 75,076

入住率 66.1% 62.7%

平均房租（港元） 578.5 669.4

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港元） 382.1 420.2

於回顧期間，食品及飲料收入為約1.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1

百萬港元），佔總收入的約3.2%（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6%）。食品及飲

料收入是於華星酒店的餐廳、酒吧、客房服務及會議廳銷售食品及飲料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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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出租華星酒店的商舖單位並取得酒店租戶的租金收入。於回顧期間，來自酒店租戶的租

金收入為約4.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5.1百萬港元），佔總收入的

約11.1%（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2.2%）。

民丹資產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完成收購印尼民丹資產，並將民丹資產分

類為投資物業，自此租予一名關連人士。租賃安排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且並

無續期。民丹開發計劃首期之第一階段的建築合約於二零一六年九月簽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公告中披露）。建設已按計劃開始。

展望

本集團採取樂觀態度且對其現有業務及新購業務的未來增長充滿信心。除為新加坡華星酒店吸

引新貴賓外，本集團將持續關注民丹土地的發展，以貢獻本集團收入並增加資產回報及企業價

值，努力成為於亞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酒店旅遊行業領先者。為拓闊本集團的收入來源，本集

團將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繼續在中國物色潛在收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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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為把握近期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旅遊業增長所帶來之經濟快速增長，本集團擬將其業務版圖擴

展至大中華地區及其他亞洲國家。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成收購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之公

司之42.3%股權，此舉有助擴闊本集團之收入來源，並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溢利。本集團將進一

步尋求潛在收購機會，以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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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成立旨在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風險管理及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提名及監督外聘核數師，並向董事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

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素權先生、湯木清先生及黎瀛洲先生。陳素權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

儘管本公司核數師並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

政策以及回顧期間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競爭權益

除本集團業務外，概無董事於或曾經於回顧期間及直至及包括本報告日期的任何時間於與本集

團業務競爭或曾有競爭或可能競爭（不論直接或間接）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董事及僱員均有權參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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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8分部存置之登記冊內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

錄於該條例提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姓名╱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總數 持股百分比

顏奕先生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1,900,000,000

（附註）

54.44%

附註： 此等股份登記於Vertic Holdings Limited（「Vertic」）名下。Vertic為顏奕先生、顏奕真女士及顏奕萍女
士分別實益擁有50%、25%及25%權益的公司。顏奕先生為顏奕真女士及顏奕萍女士的兄長。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顏奕先生被視為於Vertic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顏奕先生為Vertic

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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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Vertic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相聯法團

的股份數目

於相聯法團的

概約持股百分比

顏奕先生 實益擁有人 500 50%

顏奕萍女士 實益擁有人 250 25%

拿督蕭柏濤 配偶權益（附註） 250 25%

附註： 拿督蕭柏濤為顏奕真女士（實益擁有Vertic的25%股權）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拿督
蕭柏濤被視為於顏奕真女士實益擁有Vertic的25%股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上文所披露若干本公司董事的權益除外）於

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

露或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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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Vertic 實益擁有人 1,900,000,000

（附註1）

54.44%

鄭穎珊女士 配偶權益 1,900,000,000

（附註2）

54.44%

CMI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CMI Hong Kong」）

實益擁有人 690,000,000

（附註3）

19.77%

中民投亞洲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前稱「民生（上海）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中民投亞洲」）

受控法團的權益 690,000,000

（附註3）

19.77%

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民生投資」）

受控法團的權益 690,000,000

（附註3）

19.77%

附註：

1. Vertic為顏奕先生、顏奕真女士及顏奕萍女士分別實益擁有50%、25%及25%權益的公司。顏奕先生
為顏奕真女士及顏奕萍女士的兄長。

2. 鄭穎珊女士為顏奕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鄭穎珊女士被視為於顏奕先生擁有權
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 12

其他資料

3. 該等股份由CMI Hong Kong持有，CMI Hong Kong由中民投亞洲全資擁有，而中民投亞洲由中國民
生投資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民投亞洲及中國民生投資均被視為於CMI Hong 

Kong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可換股債券

持有人名稱 身份

可換股

債券本金額 相關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數概約百分比

CMI Hong Kong 實益擁有人 25,278,000港元 76,600,000 2.19%

中民投亞洲 受控法團的權益 25,278,000港元 76,600,000 2.19%

中國民生投資 受控法團的權益 25,278,000港元 76,600,000 2.19%

附註： 該等相關股份由CMI Hong Kong持有，CMI Hong Kong為一間由中民投亞洲全資擁有之公司，而中
民投亞洲則由中國民生投資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民投亞洲及中國民生投資均
被視為於CMI Hong Kong持有之所有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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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知悉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

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持有於所有情況下附帶權利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

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於回顧期

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授出任何可換股證券、期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

或根據任何可換股證券、期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行使任何轉換或認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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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查閱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顏奕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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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3 37,662,173 41,670,792 14,048.008 15,170,822

銷售成本 (13,969,624) (16,727,093) (5,114,524) (6,767,268)

毛利 23,692,549 24,943,699 8,933,484 8,403,554

其他收益 520,016 1,753,178 61,509 355,956

銷售開支 (1,184,450) (1,492,457) (455,643) (531,116)

行政開支 (27,207,135) (21,401,430) (10,519,185) (6,177,213)

財務成本 (5,067,374) (7,406,868) (1,323,762) (2,468,911)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3,187,061 5,165,000 4,953,344 5,165,00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2,140,313 6,309,513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 25,045 – –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4 6,080,980 7,895,680 1,649,747 4,747,270

所得稅開支 5 (536,051) (2,552,478) (973) (93,696)

期內溢利 5,544,929 5,343,202 1,648,774 4,653,574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重估物業之收益 21,598 661,917 – –

 有關重估物業收益之稅項開支 (3,672) (112,526) – –

 應 佔一家聯營公司 

的其他全面收益 100,547 – – –

其後可分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735,398 8,204,484 (1,815,321) 1,831,64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已扣除稅項） 8,853,871 8,753,875 (1,815,321) 1,831,64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4,398,800 14,097,077 (166,547) 6,48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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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431,319 5,050,638 1,656,626 4,592,739

 非控股權益 113,610 292,564 (7,852) 60,835

5,544,929 5,343,202 1,648,774 4,653,574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267,645 13,174,710 (66,590) 6,512,137

 非控股權益 131,155 922,367 (99,957) (26,920)

14,398,800 14,097,077 (166,547) 6,485,217

每股盈利 7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156 0.14 0.047 0.13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0.152 0.14 0.046 0.13



17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酒店物業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 （附註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3,490,000 333,122,249 63,759,124 15 (25,714,718) 10,698,249 50,909,357 436,264,276 8,270,769 444,535,045

期內溢利 – – – – – – 5,050,638 5,050,638 292,564 5,343,202

其他全面收入

 －重估物業之收益 – – 661,917 – – – – 661,917 – 661,917

 － 有關重估物業收益之 

 稅項開支 – – (112,526) – – – – (112,526) – (112,526)

 －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8,073,973 – – 8,073,973 1,267,654 9,341,627

 －功能貨幣變動之影響 – – – – 260,862 – (760,154) (499,292) (637,851) (1,137,14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549,391 – 8,334,835 – 4,290,484 13,174,710 922,367 14,097,077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2,014,236 – – – 2,014,236 (4,593,037) (2,578,801)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的結餘（未經審核） 3,490,000 333,122,249 64,308,515 2,014,251 (17,379,883) 10,698,249 55,199,841 451,453,222 4,600,099 456,053,321



18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三季度報告 2017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酒店物業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 （附註5）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3,490,000 333,122,249 65,899,396 2,014,251 (30,050,403) 10,698,249 60,824,936 445,998,678 5,523,285 451,521,963

期內溢利 – – – – – – 5,431,319 5,431,319 113,610 5,544,929

其他全面收入

 －重估物業之收益 – – 21,598 – – – – 21,598 – 21,598

 －有關重估物業收益之

   稅項開支 – – (3,672) – – – – (3,672) – (3,67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的

   其他全面收益 – – 100,547 – – – – 100,547 – 100,547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8,717,853 – – 8,717,853 17,545 8,735,398

全面收益總額 – – 118,473 – 8,717,853 – 5,431,319 14,267,645 131,155 14,398,80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的結餘（未經審核） 3,490,000 333,122,249 66,017,869 2,014,251 (21,332,550) 10,698,249 66,256,255 460,266,323 5,654,440 465,920,763

附註：

1. 本集團之股份溢價賬指按溢價發行股份所產生之溢價。

2. 酒店物業重估儲備指重估本集團及聯營公司酒店樓宇（投資物業除外）所產生之收益。

3. 本集團其他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與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生效之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
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間的差額。其他儲備亦來自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指代價之公平值與所收
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應佔資產淨額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4. 匯兌儲備包括換算功能貨幣有別於本集團呈列貨幣之海外經營業務之財務報表時所產生之全部匯兌差額。

5. 可換股債券儲備指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扣除發行開支後與權益部分（即將債券轉換為股本之選擇權）
有關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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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

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酒店所有權、酒店服務業務及物業投

資。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回顧期間之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我們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所用者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當期及以往期間報告之

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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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

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即酒店經營的收入總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酒店客房 31,392,566 34,639,505 12,283,144 12,279,032

餐飲 1,245,034 1,147,699 300,900 593,684

酒店物業的租金收入 4,209,981 5,079,477 1,157,932 2,055,118

其他（附註） 814,592 804,111 306,032 242,988

37,662,173 41,670,792 14,048,008 15,170,822

附註： 該款項主要指洗衣及停車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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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員工成本

－工資及薪金 (11,614,610) (10,508,478) (4,332,596) (3,908,512)

－短期非貨幣福利 (862,000) (1,077,636) (292,838) (620,920)

－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1,387,979) (1,340,256) (485,713) (501,59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03,167) (6,718,780) (1,728,978) (2,495,99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 25,045 – –

註銷壞賬 – (27,029) – –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1,159,017) (1,082,163) (399,944) (365,280)

新加坡財產稅 (1,759,628) (1,854,542) (599,076) (62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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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已就在新加坡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17%）的稅率計提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位於印尼的附屬公司須就其應課稅溢利按印尼有關所得稅務規則及規例釐定之稅率25%

納稅（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25%）。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有關地區的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按現行稅率計算。

期內所得稅開支主要組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開支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 975,100 – 93,696

期內遞延稅項 536,051 1,577,378 973 –

期內所得稅開支總額 536,051 2,552,478 973 9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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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季度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所用之盈利 5,431,319 5,050,638 1,656,626 4,592,739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 不適用 –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所用之盈利 5,431,319 5,050,638 1,656,626 4,59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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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數 股數 股數 股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90,000,000 3,490,000,000 3,490,000,000 3,490,000,000

攤薄潛在普通股對可換股

 債券的影響 76,600,000 不適用 76,600,000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566,600,000 3,490,000,000 3,566,600,000 3,490,000,000

普通股乃按3,490,000,000股普通股（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發行股份數

目）（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9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得出。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經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

券獲轉換，原因是有關轉換將導致每股盈利減少（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

股債券獲轉換，原因是假設轉換會導致每股盈利增加）。

8 批准財務資料

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批准及授權發佈該等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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