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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定位，乃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
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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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較於聯交所之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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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報告
載有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向公人士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
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事項均屬
正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2)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
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根據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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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各相應期間的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4,788,817 4,588,235 9,562,080 9,029,158
銷售成本 (4,593,562) (4,382,103) (9,197,876) (8,642,728)    

毛利 195,255 206,132 364,204 386,430
其他收入 1,377 896 2,032 1,713
行政開支 (31,058) (33,882) (59,896) (68,193)
分銷及銷售費用 (62,836) (61,391) (128,531) (125,488)
融資成本 (12,979) (13,963) (20,586) (25,828)    

經營盈利 4 89,759 97,792 157,223 168,634
所得稅開支 5 (19,825) (24,703) (36,921) (42,192)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69,934 73,089 120,302 126,442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盈利╱（虧損） 9 – (426) – 7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9,934 72,663 120,302 127,227
    

每股盈利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6 2.72 2.83 4.68 4.95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6 2.72 2.84 4.68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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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49,377 30,350
可供出售投資 20,596 9,223  

69,973 39,573

流動資產
存貨 1,913,746 1,318,90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7 1,402,380 1,400,8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4,300 51,171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363 17,930
已付貿易按金 312,133 675,12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99,620 54,1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9,243 253,282  

4,091,785 3,771,36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8 1,538,780 1,607,015
其他應付款項 172,876 238,110
應付稅金 11,076 23,830
借貸 805,871 315,073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9,479 13,912
客戶按金 140,654 249,524  

2,708,736 2,447,464  

流動資產淨額 1,383,049 1,323,8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53,022 1,363,469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5,336 6,284  

淨資產 1,447,686 1,357,18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366 36,366
可換股優先股 27,897 27,897
儲備 1,383,423 1,292,922  

權益總額 1,447,686 1,35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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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1,357,185 1,274,221
股息分派 (77,116) (51,410)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增加╱（減少） 47,315 (28,831)
股東應佔期內溢利總額 120,302 127,227  

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1,447,686 1,321,20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86,377) (646,44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71,347) (84,44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13,685 772,1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44,039) 41,237
年初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53,282 150,97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9,243 192,2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和現金結餘 209,243 19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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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該等財務報表載有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規定
之適用披露資料。

更改功能貨幣

於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長虹海外發展有限公司（「海外發展」）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完成出售後，本公司董事重新評估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認為本公司之主要資產及其各自的風險及回
報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本公司董事決定將功能貨幣由美元（「美元」）更改為
人民幣（「人民幣」），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生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更改功能貨
幣自更改日期起應用。

可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呈報。董事認為，重新分類將更為貼切反映本集團之核心
業務。該等重新分類不會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總權益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損益構成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業全面信息技術（「IT 」）解決方案及服務，以及分銷IT消費者產品、IT企
業產品、數碼產品、自有品牌產品及相關零部件。

收益指就銷售各種IT產品、自主開發產品、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及相應銷售之相關稅項。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收益確認之各主要收
益類別之金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IT消費者產品 4,801,719 4,601,394
IT企業產品 2,356,790 2,234,668
其他 2,403,571 2,193,096  

9,562,080 9,02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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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或管理層（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經營決
策者」）報告之資料基於所交付之貨品或提供之服務類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a) IT消費者產品－分銷之IT消費者產品，主要包括個人電腦（「PC」）、數碼產品及IT配件。

(b) IT企業產品－分銷之IT企業產品，主要包括存儲產品、小型電腦、網絡產品、個人電腦伺服器、
智能建築管理系統（「IBMS」）產品以及統一通訊及聯絡中心（「UC&CC」）產品。

(c) 其他－分銷之智能手機及開發之自主開發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移動定位服務產品（「LBS」）以
及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並未分配銀行利息開支、未分配收入以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方法。

下文為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報之本集團之收益
及業績分析：

二零一七年
IT消費者產品 IT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4,801,719 2,356,790 2,403,571 9,562,080
    

分部溢利 98,322 114,594 15,899 228,815
   

其他收入 2,032
融資成本 (20,58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53,038) 

除稅前溢利 15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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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IT消費者產品 IT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4,601,394 2,234,668 2,193,096 9,029,158
    

分部溢利 98,729 119,001 38,397 256,127
   

其他收入 1,713
融資成本 (25,82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63,378) 

除稅前溢利 168,634
 

地區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區市場劃分（根據貨品來源地）之銷售
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9,535,218 9,002,624
其他地區 26,862 26,534  

9,562,080 9,02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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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9,197,876 8,642,728
折舊 1,909 2,554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金）
－薪金及相關職員成本 106,256 101,9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907 10,013

匯兌虧損淨額 786 1,824
  

5. 所得稅開支

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或地區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有關慣例按當
地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之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均為25%。

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任何重大尚未撥備之遞延稅項負債（含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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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69,934 72,663 120,302 127,227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及 
可換股優先股加權平均數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三個月或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具潛
在攤薄效應之股份，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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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69,934 72,663 120,302 127,227

加：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盈利） – 426 – (785)    

就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而言盈利 69,934 73,089 120,302 126,442

    

所使用的分母與上文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詳述的相同。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由於終止經營業務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售，該業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的利潤為零（二零一六年虧損：42.6萬港元），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終止經營
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零（二零一六年虧損：0.0002港元）；該業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零（二零一六年盈利：78.5萬港元），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零（二零一六年盈利：0.0003港元）。

所使用的分母與上文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詳述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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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第三方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30至180日。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之
信貸質素及釐定客戶信貸上限。給予客戶之信貸上限每年審查兩次。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自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呆賬撥備
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124,104 1,197,509
四至六個月 160,897 59,860
七至十二個月 62,137 51,603
一年以上 55,242 91,854  

1,402,380 1,400,826
  

8.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於結算日以貨物收訖日期為基礎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410,978 1,552,694
四至六個月 52,164 20,057
七至十二個月 52,266 14,716
一年以上 23,372 19,548  

1,538,780 1,607,015
  

採購貨品之信貸期為30至120日。本集團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期內
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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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股份轉讓協議」）出售
終止經營業務，代價為1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出售事項後，已終止經營業務的
業績不再合並入本集團之業績。有關出售事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之公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消費者電子產品之業績如下：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收益 372
銷售成本 (729) 

毛利 (357)

其他收入 236
分銷及銷售費用 –
行政開支 952
融資成本 (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785
所得稅開支 –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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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六：無）。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決定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每股3港仙。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延續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總體形勢好於預期。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本集團在戰略轉型方針指引下，傳統分銷業務實現穩步增長，互聯網分銷平台功能和運營體系持
續優化，在雲計算、大數據業務領域積極打造領先的行業解決方案。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收益約9,562.08百萬港元，較上財年同期上升5.90%；因市場競爭加
劇及較低毛利率產品線銷售增加，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約3.81%，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降
約0.47個百分點。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錄得約120.30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降
約5.44%，基本每股盈利為4.68港仙，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的4.95港仙約減少0.27港仙。

本集團持續加強信息化建設和業務流程改造優化，不斷提升運營管理效率。繼續堅持嚴格的信用管
理和應收賬款管理，應收周轉比上財年同期明顯加快。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費用控制有力，綜
合費用率和財務費用率均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三個經營分部的情況分析如下（人民幣匯率波動可能
會影響分部的數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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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消費者產品分銷業務：與核心廠商積極合作，加速推進PC新產品線和新渠道業務，保持PC業務穩
定市場份額。哆啦有貨網絡分銷平台大力引進影音、家居等高品質消費電子產品，豐富產品組合。
該業務營業額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上升4.35 %至4,801.72百萬港元，該業務溢利下降0.41%至98.32百萬
港元。

IT企業產品分銷業務：保持分銷業務持續增長，充分發揮綜合實力，深入挖掘行業需求，以產品、
技術、服務等綜合優勢打造大數據行業解決方案。該業務營業額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長5.46%至
2,356.79百萬港元，該業務溢利下降3.70 %至114.59百萬港元。

其他業務：因拓展智能手機銷售渠道，該業務營業額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長9.60%至2,403.57百萬港
元。與二零一六年同期相比，因毛利佔比較高的LBS產品銷售下滑，其溢利下降58.59%至15.90百萬
港元。

為提高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交易流通量及提升本公司在公眾投資者之企業形象，本公司於二零
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遞交股份自聯交所創業板轉至主板之上市轉板申請，並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六日再次提交轉往主板上市的申請（「第二次申請」）。第二次申請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
失效，且於目前並無重新遞交申請。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之公佈。本公司將在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時候再次
申請，並不時提供進一步最新資料。

為促進本集團之戰略轉型，為客戶提供一站式互聯網分銷平臺並協助中國分銷商及零售商向「互聯
網+」轉型，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決議成立四川長虹哆啦有貨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哆
啦有貨」）並出資人民幣100,000,000元。哆啦有貨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於中國成立並從事（其中
包括）電子產品、計算機軟硬件、通訊設備之批發及零售；提供計算機技術諮詢服務及電子商務服
務；及計算機軟件開發、設計及應用。有關成立哆啦有貨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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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本集團於北京及成都租賃房屋供本集團辦事處使用。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章的規定，這些租賃協議構成持續關聯交易，可免於發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顧問報告）以及取
得股東批准，唯須遵守公佈、年度申報及年度審閱規定。關於租賃的更多細則，請參考本公司於二
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之公佈。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余曉先生及吳向濤先生為投入更多時間於其他業務承擔，請辭本公司執行
董事一職，自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起生效；李進先生及楊軍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
年五月四日起生效；另外，趙勇先生已委任李進先生為其替任董事，自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起生效。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刊發之公佈。

展望

二零一七年中國內需持續走強，外需回暖，全年經濟有望獲得平穩增長。本集團將繼續貫徹「新思
維、新舉措、新高度」的經營方針，持續完善互聯網分銷業務體系和技術平台，創新業務模式，提升
服務價值。本集團將大力推進雲計算、大數據領域新業務發展，深入行業合作，為股東貢獻更好收
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保持良好及穩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計息借款總額為805.87百萬港元，其現金及銀行結餘為408.86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
為1,383.05百萬港元。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用作其日常運作。本集團的固定資產
沒有任何抵押（二零一六年：無）。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總淨債務╱股東
權益總額）為1.87倍。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為貨幣單位。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價差已
被鎖定及港元兌美元之匯率已挂鈎，本集團相信所面對之外匯風險極低。然而，本公司將繼續監控
情況及評估是否需要作出任何對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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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1,126名（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118名）。本集團
根據其雇員之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給予酬金。本集團為其香港雇員提供以強制性公積金方式
設立之退休福利，為其中國僱員按所屬地法律法規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企業管治

本公司欣然采納現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所有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
度。審核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業績，並已就此提出建議及意見。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就此提出建
議。薪酬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祝劍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制定提名政策並就提名及委任董事以及董事繼任
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成員為趙勇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陳銘燊
先生。



– 17 –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則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及第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
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
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權益
百分比

祝劍秋先生（「祝先生」） 
（附註1）

受控法團權益 82,415,762股(L) 5.67%

附註：

(1) 祝先生為Typical Faith Limited之唯一股東，而Typical Faith Limited持有82,415,762股股份。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證券中之權益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
七及第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 18 –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內之任何時間並無獲
授予權利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或彼等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獲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曾參與任何安排，使董事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利。直至本報告刊發之日，本
公司並無授予董事任何購股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三分部條文須予披露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於任何類別之股本面值直接或間接被視為擁有5%或以上之
權益，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所有情況下附帶投票權利的人士或公司（並非本公司董
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股份之長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佔相關類別
股份概約

權益百分比
（附註1）

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長虹」）
受控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普通 1,008,368,000股(L)（附註2） 69.32%

優先 1,115,868,000股(L)（附註3） 100.00%

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長虹香港」）
受控法團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普通 913,000,000股(L)（附註4） 62.76%

優先 1,115,868,000股(L)（附註3） 100.00%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安健」）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97,000,000股(L) 61.66%

優先 1,115,868,000股(L) 100.00%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5）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3,009,340股(L) 5.70%

四川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四川省投資集團」）（附註5）
受控法團權益 普通 83,009,340股(L) 5.70%

Typical Faith Limited（附註6）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2,415,762股(L)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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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及優先股總數，分別為1,454,652,000
股及1,115,868,000股計算。

2 於四川長虹持有之1,008,368,000股股份中，95,368,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16,000,000股股份乃透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持有以及897,000,000股股份乃透過安健（由長虹香港全資擁有）持有。因
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四川長虹被視為於長虹香港及安健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安健控股（由四川長虹之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全資擁有）持有1,115,868,000股本公司優先股。因
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四川長虹及長虹香港各自被視為於安健持有的優先股中擁有權益。

4 於長虹香港持有的913,000,000股股份中，16,000,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及897,000,000股股份則透過
安健控股持有。由於安健由長虹香港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長虹香港被視為於安健持
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由四川省投資集團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四川省投資集團被視為於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Typical Faith Limited由祝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三分部須予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倉，或於任何類別之股
本或有關該等股本之購股權面值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其附帶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
上投票之權利。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四川長虹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並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四川
長虹主要從事批發「長虹」品牌之消費者家居電子產品之業務。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
市規則）概無在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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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所規定交易準則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作為其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諮詢，全體董事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行為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承董事會命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勇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勇先生、祝劍秋先生、李進先生、楊軍先生及石平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銘燊先生、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本報告將於刊發日期起至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
司網站www.changhongit.com.hk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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