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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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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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ke Holdings Limited
盟 科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2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減少約23.7%或人民幣30.0
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96.3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減少約46.0%或人民幣13.8
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6.2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
少約10.1%或約人民幣 0.15百萬元至約人民幣1.4百萬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27
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41分）。

•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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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盟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比較業績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96,305 126,289
銷售成本 5 (80,096) (96,268)

  

毛利 16,209 30,021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4 3,290 432
分銷開支 5 (6,998) (6,539)
行政開支 5 (10,292) (19,991)

  

經營溢利 2,209 3,923

財務收入 298 352
財務開支 (588) (613)

  

財務開支—淨額 (290) (26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19 3,662
所得稅開支 6 (552) (2,142)

  

期內溢利 1,367 1,520
  

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67 1,520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67 1,520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呈列）

 —基本及攤薄 7 0.27分 0.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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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 12,274 12,4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238 37,117
 無形資產 112 128
 預付款項 9 2,56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908 1,424

  

51,099 51,110
  

流動資產
 存貨 51,802 49,3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 124,140 173,717
 應收票據 9 3,200 1,000
 借予一名董事的貸款 10 1,519 –
 受限制現金 27,303 48,1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81 23,833

  

224,545 295,990
  

總資產 275,644 347,100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4,459 4,459
 其他儲備 101,142 100,892
 保留盈利 7,466 6,099

  

權益總額 113,067 111,45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1,333 1,382

  

流動負債
 借款 22,000 20,0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84,378 120,713
 應付票據 11 54,607 88,123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4,905
 即期所得稅負債 259 527

  

161,244 234,268
  

負債總額 162,577 235,650
  

權益及負債總額 275,644 34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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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a)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
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卷煙包
裝材料的製造及銷售。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為翔喜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且由張偉翔先生（「張先生」）控制。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上市」）。

除另有說明者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中期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b)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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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製。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誠如本公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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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使用可能適用於預期年度總盈利之稅率估算所得稅及採用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除外。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
並不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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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卷煙包裝產品：
 —轉移紙 91,203 107,872

 —複合紙 5,102 14,521
  

96,305 122,393

加工服務收入 – 3,896
  

96,305 126,289
  

佔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的與外部客戶的交易所得的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9,874 29,379

客戶B： 38,213 33,103

客戶C： 11,707 不適用*

客戶D： 不適用* 35,006
  

附註 *： 特定期間內來自該等特定客戶的收益少於本集團於該等特定期間10%之收益。

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本公司執行董事即為主要經營決
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卷煙包裝紙。管理層按一個經營分部審閱業務的經營
業績，以就資源如何分配作出決策。因此，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僅有一個用於
作出策略性決策的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實體位於中國，故本集團的全部收益均來自中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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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原材料及廢料銷售 – 277

補貼收入 3,082 114

租金收入 467 467
  

3,549 858
  

其他開支：
已售原材料及廢料成本 – (237)

租賃成本 (189) (189)
  

(189) (426)
  

其他虧損：
匯兌虧損 (70) –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3,290 432
  

5 按性質劃分的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用原材料及耗材 79,787 77,713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3,929) 15,164

上市相關專業費用 – 10,63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7,365 6,910

運輸開支 6,236 4,276

公用事業 1,605 1,808

折舊 1,746 1,680

招待開支 1,767 1,381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364 795

預付經營租賃攤銷 111 111

減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1 –

其他開支 2,333 2,330
  

銷售成本、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總額 97,386 12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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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
司在英屬處女群島的直接附屬公司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因而獲
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任
何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香港集團實體的溢
利主要源自其附屬公司的股息收入，其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業務經營的所得稅撥備乃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
條例，截至二零一七年止六個月，中國實體的標準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5%）。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自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計三年內有效。因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
附屬公司有權享有優惠所得稅率15%（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6 2,518

遞延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16 (376)

  

552 2,142
  



– 8 –

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在釐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於重組發行的 100股股份（誠如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本公司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組」一節所
定義及描述）及資本化（誠如招股章程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 — A. 6.全體股東於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一節所定義及描述）發行374,999,900股股份
被視為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已發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367 1,520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500,000 375,000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呈列） 0.27分 0.41分
  

(b) 攤薄

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8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 (a)） 120,884 170,567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 –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20,883 170,567

可抵扣增值稅（「增值稅」）（附註 (b)） 1,408 2,429

其他 4,416 721
  

126,707 173,717

減：預付款項之非流動部分 (2,567)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之流動部分 124,140 173,717
  

應收票據（附註 (c)） 3,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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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各結算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或以內 66,660 121,300

31天至60天 33,135 27,830

61天至90天 6,864 19,576

91天至120天 8,700 491

121天至180天 1,234 882

180天以上 4,291 488
  

120,884 170,567
  

(b) 其指可自未來銷項稅抵扣的未動用進項稅。

(c)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票據主要指銀行發行的180天到期的銀行承
兌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
人民幣19,318,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420,000元）的貿易應收
款項及人民幣2,000,000元的應收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已作為本集
團借款的抵押品予以抵押。

(d)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全部以人民幣計值。

10 貸款予一名董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一名董事提供貸款合共1,750,000港元（相
當於約人民幣1,519,000元），年利率為5.0%，乃無抵押及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償還。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 (a)） 81,961 110,040

應計員工成本及津貼 899 2,287

應計上市開支 – 3,31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72 639

其他應付稅項 426 495

其他應付款項 1,020 3,936
  

84,378 120,713
  

應付票據—銀行承兌票據（附註 (b)） 54,607 8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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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或以內 58,139 79,358
31至60天 – 18,047
61至90天 8,562 7,264
91至180天 9,190 3,102
180天以上 6,070 2,269

  

81,961 110,040
  

(b)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付票據的賬齡均為 6個月內。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的應付票據以本集團的預付經營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受限制現金抵押（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c) 基於其短期性質，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付票據的公平值與其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的賬面值相若（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為卷煙包裝製造商生產及銷售卷煙包裝紙，擁有逾10年的經
營歷史，兩條主要產品線為轉移紙及複合紙。

業務回顧

銷售及營銷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銷售大幅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主要客戶之一對產品的
需求下降以及轉移紙及複合紙的單位價格均有所下跌所致。

面對中國卷煙銷售市場受經濟放緩所影響，本集團已繼續增強與現有客戶的
關係。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共聘用 13名銷售員工，為本集團制定營銷戰略、訂
定營銷規劃、管理銷售業務、組織貨物運輸及建立客戶服務模式，藉此刺激
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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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著重客戶滿意度，營銷團隊從產品開發、訂單保障、市場維護、售後
以至技術服務予以全面服務。我們的銷售員工每月定期走訪客戶作深入交流、
掌握市場動態，並每半年組織一次客戶滿意度調查，充分瞭解客戶需求及收
集反饋。

生產產能

本集團的生產經營均於我們在中國湖北省宜昌經營及擁有的一處生產基地進
行。該生產基地的總建築面積約為 10,800平方米。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宜昌生產基地的產能及使用率，
以及與二零一六年同期的資料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產能（米）（千） 110,338 97,637
實際產量（米）（千） 45,660 56,458
使用率 41.4% 57.8%

本集團已利用部分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升級現有生產設施及擴大產能。有關上
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詳情將於下文「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一節內列示。
基於卷煙包裝行業傳統旺季預料會為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營業額帶來增長，
預期產能及使用率將會有所增長。

質量控制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成功取得證書，同時通過環境及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部
門根據 ISO4001: 2015及GB/T28001–2011所進行的第三方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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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人民幣96.3百萬元，較二零
一六年同期減少約 23.7%。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卷煙包裝產品 — 轉移紙 91,203 107,872 (15.5%)
卷煙包裝產品 — 複合紙 5,102 14,521 (64.9%)
加工服務 – 3,896 (100%)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卷煙包裝產品的收益較二零
一六年同期減少約21.3%至約人民幣96.3百萬元。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
其中一名主要客戶對產品的需求下降以及轉移紙及複合紙的單位價格均有所
下跌所致。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加工
服務收入。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0.0百萬元減
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6.2百萬元。毛利下降乃由
於產量減少及若干產品的售價降低所致。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23.8%減至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16.8%。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 — 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包括租賃收入及補
助收入。其他開支及其他虧損包括租賃成本及匯兌虧損。其他收入及其他虧
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32,000元增至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3百萬元，主要原因是獲得政府
補助約人民幣 3.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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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開支主要包括 (i)運輸開支；(ii)員
工成本；(iii)招待開支；(iv)差旅開支；及 (v)其他開支。本集團之分銷開支略升
約7.0%，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5百萬元增加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7.0百萬元。本集團分銷開支增加
乃主要由於使用進口原紙導致的運輸費用上升。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員工成本；(ii)研
發開支；(iii)折舊及攤銷；(iv)招待開支；(v)其他稅項及附加；及 (vi)其他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0.0百萬元減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0.3百萬元。本集團行政開支減
少主要由於回顧期間並無一次性上市開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10.6百萬元）。

財務開支 — 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開支淨額指財務收入及財務開支
淨額。財務開支淨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61,000
元增加約11.1%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90,000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百
萬元減少約74.2%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552,000元。
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溢利減少。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
幣1.4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百萬元），減
幅約10.1%。倘不計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損益表入賬的一次
性上市開支約人民幣 10.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將較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 88.7%。回顧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中一名主要客戶對產品的需求下降以及轉
移紙及複合紙的單位價格均有所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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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產淨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63.3百萬元，而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61.7百萬元。

借貸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總額為人民幣22百萬元（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百萬元）。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2.3%減少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19.5%。負債比率下
跌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權益增加及並無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所致。資產負債比率的計算方法為債務總額（由借款及應付關聯方款項組成）
除以所示日期的權益總額，再乘以 100%。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人民幣 3.1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約人民幣 1.6百萬元），主要用於車
間配電增容工程及購買生產設備。

庫務政策

本集團以審慎態度處理庫務及資金政策，重視與本集團基本業務直接相關之
風險管理及交易。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架構由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組成，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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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借款及應付票據由其預付經營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應收票據、
受限制現金及貿易應收款項作抵押。下表載列為取得借款及應付票據而質押
資產的賬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2,000 –
預付經營租賃 12,274 12,4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177 25,325
貿易應收款項 19,318 29,420
受限制現金 27,303 48,123

27,303 48,123

總計 85,072 115,309
  

涉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重大投資、主要收購或出售事項（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本集團的功能貨幣人民幣進行，其主要應收款項及應付
款項均以人民幣列值。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關乎若干以港元（「港元」）列值
的銀行結存及現金、借予一名董事的貸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涉及外幣交易及
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的波動（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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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154名僱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76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員工總成本約為人民幣7.4
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為人民幣6.9百萬元）。員工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董事袍金。本集團的薪酬待過一般參考
市場條款及個人表現而制訂。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實際所
得款項淨額（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約為 42.2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37.6百萬元）。部分所得款項已用於根據招股章程擬進行的車間配電增容工程、
購買生產設備、改善空調系統及投入營運、市場開發及技術發展方面。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實際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達約人民幣 12.1百萬元。
截至本公告日期，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29.3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5.5
百萬元）主要擬用於生產車間、設備升級及技術研發。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或本公告所披露的業務計劃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有
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約為
人民幣1.4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由於中國經濟穩步增長且若干國際金融機構表示彼等對中國經濟
增長有信心，本集團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感到樂觀。由於煙草行業與宏觀經
濟息息相關，中國卷煙包裝行業預期將有正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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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進一步鞏固其於現有市場的市場地位，並致力開拓河北省、四川省、
廣東省及其他地區的新市場。為提升營銷效率，本集團將於整個生產及銷售
過程採取立體綜合營銷策略。我們將成立「1+3」工作小組，以生產部門的副總
管為首，並作為營銷中心、生產技術部門及質量控制部門的負責人，且所有
該等部門將共同合作。此外，增值服務將與跟踪服務及延伸服務一同提供。

二零一七年內本集團計劃投入研發項目的金額約為人民幣 10百萬元。於回顧
期間，本集團應用真正無縫鐳射紙生產技術，以改善產品質素，提高本集團
競爭力。本集團擬繼續增加投入於研發的資本，改善我們的質量控制體系。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機器及設備，以提高營運效率、產品質量及環保標準方
面的技術與知識。我們亦尋求劃撥更多資源與省級研究中心與高等院校進行
策略合作，共同參與產品研發項目。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多項招標將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逐步公佈結果。此外，
由於下半年一般為煙草行業的旺季，我們預期其將進一步刺激市場需求。我
們將持續增強自身競爭優勢，以爭取最大的價值回饋股東。

企業管治

作為一間公眾上市公司，董事深知良好企業管治標準及內部程序對實現有效
問責及提升股東價值相當重要。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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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彼等各自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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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至本公告日期期間，概無任何重大期後事項。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下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奕驄先生（主
席）、鄭大鈞先生及易庭暉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且認為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
審核委員會亦已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程序。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www.mengkeholdings.com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星
期二）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致謝

董事會謹就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奉獻，以及就本公司股東、業
務聯繫人及其他專業人士於整個報告期間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盟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翔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付明平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偉翔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大鈞先生、陳奕驄先生及易庭暉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