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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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聯合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 聯 合 公 佈 僅 供 參 考，並 不 構 成 收 購、購 買 或 認 購Goal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
China Agri-Products Exchange Limited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或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GOAL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97）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2）

CHINA AGRI-PRODUCTS EXCHANGE 
LIMITED

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49）

聯合公佈

部分要約

補充公佈

要約人之財務顧問

* 僅供識別

– 1 –



茲提述要約人與China Agri-Products Exchange Limited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中
國農產品」，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中國農產品集團」）聯合刊發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一月七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金利豐
證券代表要約人作出的部分要約。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聯合公佈所用詞彙與綜
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位元堂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位元堂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乃根據上市規
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發。就此而言，綜合文件所載的以下披露應予
補充如下：

綜合文件的頁碼

索引及標題 經修訂披露

第 IV-4頁 「位元堂集團之財務資料概要

以下為分別摘錄自位元堂刊發之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
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之年報及
位元堂刊發之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之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財務資料以
及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財務資料概要。」

– 2 –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281,642 751,443 845,781 738,4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559 81,694 (114,887) (96,359)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減值虧損），淨額 6,622 82,767 (2,327) –

所得稅抵免╱（開支） (468) (7,448) (2,281) 2,432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  母公司擁有人 32,213 74,627 (115,581) (93,303)
 –  非控股權益 (122) (381) (1,587) (624)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  母公司擁有人 11,606 (88,025) (87,834) (71,364)
 –  非控股權益 1,232 (1,538) (1,587) (624)
股息 – – – –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2.62 5.98 (9.14)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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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5頁 「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位

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

位元堂須於綜合文件中載列或提述於 (i)位元堂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位
元堂二零一七年財務報表」）；(ii)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位元堂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表」）；(iii)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位元堂二零
一九年財務報表」）；及 (iv)位元堂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位元堂二
零一九年中期財務報表」）所示之綜合損益表、綜合財務
狀況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任何其他主要報表，連同與
鑒別上述財務資料存在重大關係之重大會計政策及相關
已刊發賬目附註。」

第 IV-5頁 「位元堂二零一九年中期財務報表載於位元堂截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位元堂二零
一九年中期報告」）第 23至64頁，該報告已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刊發於位元堂網站（http://www.wyth.net）及
聯 交 所 網 站（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
sehk/2019/1219/2019121900648_c.pdf）。

位元堂二零一七年財務報表、位元堂二零一八年財務報
表、位元堂二零一九年財務報表及位元堂二零一九年中
期財務報表（但並非其分別所屬之位元堂二零一七年年報、
位元堂二零一八年年報、位元堂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位元
堂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之任何其他部分）以提述方式載
入綜合文件並構成綜合文件之一部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綜合文件所有其他資料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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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約之完成須在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股東及可換股票據持有人、

位元堂股東、宏安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中國農產品、位元堂或宏安的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任何人士對應採取的行動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股票經紀、

銀行經理、律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GOAL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
鄧梅芬

承董事會命
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鄧清河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鄧清河

承董事會命
CHINA AGRI-PRODUCTS EXCHANGE 

LIMITED
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振康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要約人之董事會包括陳振康先生、鄧梅芬女士及鄧蕙敏女士。

要約人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有關位元堂集團、中國農產品集團或宏安
集團除外）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
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佈所表達的意見（位元堂、中國農產品及宏安各自董事表
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並無任何其他未載於本聯合公佈的事實，
而其遺漏將令本聯合公佈中任何陳述構成誤導。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位元堂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陳振康先生、鄧梅
芬女士及鄧蕙敏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偉浩先生、蕭文豪先生、曹永牟先
生及李家暉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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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堂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有關中國農產品集團或宏安集團者除外）
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
本聯合公佈所表達的意見（中國農產品及宏安各自董事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
詳考慮後達致，並無任何其他未載於本聯合公佈的事實，而其遺漏將令本聯合
公佈中任何陳述構成誤導。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宏安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陳振
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及蕭錦秋先生。

宏安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有關要約人、位元堂集團或中國農產品集團
者除外）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
等所深知，本聯合公佈所表達的意見（要約人、位元堂及中國農產品各自董事表
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並無任何其他未載於本聯合公佈的事實，
而其遺漏將令本聯合公佈中任何陳述構成誤導。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中國農產品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振康先生、梁瑞華先生
及游育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日章先生、劉經隆先生及王炳源先生。

中國農產品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有關要約人、位元堂集團或宏安集團
者除外）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
等所深知，本聯合公佈所表達的意見（要約人、位元堂及宏安各自董事表達者除
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並無任何其他未載於本聯合公佈的事實，而其遺
漏將令本聯合公佈中任何陳述構成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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