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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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Holdings Limited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37）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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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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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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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
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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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就本公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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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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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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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回顧期
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本季度業
績公告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本集團的酒店經營收入為約11.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2.1百萬港元），
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約6.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12.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11.7百萬港
元）。

• 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35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3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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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收入 3 11,328,553 12,078,847
銷售成本 (6,011,346) (6,264,178)

毛利 5,317,207 5,814,669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不良債務資產虧損 3 (3,109,365) (5,125,654)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1,576,888 205,360
銷售開支 (370,792) (638,053)
行政開支 (9,146,083) (10,393,501)
財務成本 (6,320,812) (2,763,364)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4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12,052,957) (12,900,543)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298,036) 1,173,197

期內虧損 (12,350,993) (11,727,346)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6,902,836) (41,410,111)
 現金流量對沖虧損 (1,011,364)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17,914,200) (41,410,11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265,193) (53,137,457)



4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331,045) (11,700,505)
 非控股權益 (19,948) (26,841)

(12,350,993) (11,727,346)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018,253) (52,235,370)
 非控股權益 (246,940) (902,087)

(30,265,193) (53,137,457)

每股虧損 7
　基本（每股港仙） (0.35) (0.34)

 攤薄（每股港仙） (0.3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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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止三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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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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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附註e） （附註f）

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的
 結餘（如先前
 所呈報） 3,490,000 333,122,249 69,358,928 2,014,251 (29,944,068) 10,698,249 (4,394,641) 12,993,519 397,338,487 5,625,527 402,964,014
先前年度調整
 （附註g） – – (261,930) – 178,641 – – (11,909,188) (11,992,477) – (11,992,477)

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經重列） 3,490,000 333,122,249 69,096,998 2,014,251 (29,765,427) 10,698,249 (4,394,641) 1,084,331 385,346,010 5,625,527 390,971,537
期內虧損 – – – – – – – (11,700,505) (11,700,505) (26,841) (11,727,346)
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外國
   業務的
   匯兌差額 – – – – (40,534,865) – – – (40,534,865) (875,246) (41,410,111)

期內全面開支
 總額 – – – – (40,534,865) – – (11,700,505) (52,235,370) (902,087) (53,137,457)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未經審核） 3,490,000 333,122,249 69,096,998 2,014,251 (70,300,292) 10,698,249 (4,394,641) (10,616,174) 333,110,640 4,723,440 337,834,080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的
 結餘 3,490,000 333,122,249 49,688,766 2,014,251 (26,176,550) 25,040,738 (4,203,822) (45,814,823) 337,160,809 5,475,041 342,635,850
期內虧損 – – – – – – – (12,331,045) (12,331,045) (19,948) (12,350,99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
   業務的
   匯兌差額 – – – – (16,599,062) – (76,782) – (16,675,844) (226,992) (16,902,836)
現金流量對沖
 虧損 – – – – – – (1,011,364) – (1,011,364) – (1,011,364)

期內全面收益
 總額 – – – – (16,599,062) – (1,088,146) (12,331,045) (30,018,253) (246,940) (30,265,193)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結餘
 （未經審核） 3,490,000 333,122,249 49,688,766 2,014,251 (42,775,612) 25,040,738 (5,291,968) (58,145,868) 307,142,556 5,228,101 312,370,657



6

附註：

a. 本集團之股份溢價賬指按溢價發行股份所產生之溢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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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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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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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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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對沖儲備包括現金流量對沖儲備。現金流量對沖儲備乃用於確認被指定且符合標準作為
現金流量對沖的衍生工具收益或虧損的有效部分。有關金額其後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倘適
用）。

g. 有關先前年度調整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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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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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債務
資產管理業務及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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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
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我們所採用的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內的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期間首次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相關者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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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零二一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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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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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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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按攤銷成本列賬的不良債務資產之虧損

(a) 本集團的收入（即酒店經營及不良債務資產的收入總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酒店經營：
酒店客房 8,846,563 7,667,532
餐飲 2,200,552 2,491,669
酒店物業的租金收入 – 1,470,876
其他（附註a） 281,438 448,770

11,328,553 12,078,847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
 不良債務資產的收入 – 2,965,037
減：修改虧損（附註b） (3,109,365) (8,090,691)

(3,109,365) (5,125,654)

附註：

a 該款項主要指洗衣及停車服務收入。

b 調整不良債務資產總額所產生的金額反映重新協議或經修改的估計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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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入分拆：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酒店業務 不良債務資產管理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主要地區市場

新加坡 10,011,506 8,890,476 – –
日本 1,317,047 3,188,371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 (3,109,365) (5,125,654)

總計 11,328,553 12,078,847 (3,109,365) (5,125,654)

4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於上一個回顧期間，由於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政府實施出行限制，聯營公司的管理
層無法向本公司提供上一個回顧期間的財務資料，以供本公司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所載的權益法對其於聯營公司的權益進行會計處理。因
此，於編製上一個回顧期間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並無計及應佔一家聯營公司
業績及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然而，本公司對此不合規的影響進行量化乃不切
實可行。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集團完成出售其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員工成本（附註） 5,199,869 6,134,61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31,213 3,226,967
使用權資產折舊 772,904 688,920
新加坡物業稅 909,187 928,480

附註： 員工成本包括工資及薪金、短期非貨幣福利，以及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10

6 所得稅（開支）╱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無）。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
就在新加坡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二零二零年：17%）的稅率計提新加坡企業所得
稅。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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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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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主要組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開支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298,036) (108,216)
遞延稅項抵免 – 1,281,413

期內所得稅（開支）╱抵免總額 (298,036) 1,173,197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虧損 (12,331,045) (11,700,505)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493,116 –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虧損 (11,837,929) (11,7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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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數 股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90,000,000 3,490,0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對可換股債券的影響 不適用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90,000,000 3,490,000,000

普通股乃按3,490,000,000股普通股（即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已發行股份
數目）（二零二零年：3,49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得出。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
同，乃由於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所致。

8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季度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呈列。

10. COVID-19的影響

COVID-19疫情影響了全球幾乎所有國家，致使各國政府頒佈了關閉邊境、停工停產、關
閉工作場所、控制出行及其他措施，並為經濟帶來難以預測的挑戰及增添了不確定性。
COVID-19影響了酒店業務行業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包括酒店業務的房租及入住率、民丹
度假村業務的工程進度，及酒店樓宇及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董事持續評估COVID-19流行
病對本集團所運營業務的影響。視乎COVID-19流行病的持續時間及對經濟活動的持續負
面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可能錄得進一步負面業績及流動資金限制，及其資產可能產
生額外減值。

由於全球COVID-19形勢於該等簡明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仍然起伏不定，本集團無法
合理確定COVID-19中斷其運營及對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表現
可能造成的影響的確切程度。倘形勢仍超出管理層的當前預期，本集團資產於財政期間後
可能面臨進一步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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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在新加坡開辦華星酒店，開始其酒店經營業務，於二零一七
年開始經營不良債務資產管理業務。本集團亦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在日本新開一間
溫泉酒店－ 花椿溫泉酒店。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專注於經營酒店業務，及根據民丹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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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發展計劃，發展位
於印尼民丹的度假酒店。除本季度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業
務並無重大變動。於回顧期間新加坡華星酒店的經營繼續為本集團產生主要收入
來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酒店經營總收入約11.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2.1
百萬港元），較上一年度同期減少約6.2%，主要是由於自二零二零年初起爆發
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於日本的酒店業務造成的不利影響，以及二零二一年初
日本的暴風雪導致本集團在日本的溫泉酒店收入大幅減少所致，而該收入減少部
分被本集團於新加坡的華星酒店因獲得將酒店用作檢疫住宿的政府合約而於二零
二一年第一季度錄得穩定收入而帶來的收入增加所抵銷。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12.3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11.7
百萬港元）。該虧損情況主要是由於：(i)於回顧期間確認來自本集團不良債務資
產的虧損（即按攤銷成本列賬的不良債務資產收入減修正虧損）約3.1百萬港元，
而上一年度同期錄得虧損約5.1百萬港元；(ii)COVID-19疫情持續，以及酒店業務
因而於回顧期間尚未回復正常，導致於新加坡的華星酒店產生經營虧損約0.6百萬
港元（二零二零年：經營虧損約2.5百萬港元）；(iii)本集團於日本的溫泉酒店由於
COVID-19疫情並受二零二一年初發生的暴風雪進一步影響產生經營虧損約2.8百
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經營虧損約2.7百萬港元）；及(iv)未能贖回於二零二零年十
一月到期的可換股債券所產生的罰款利息約2.5百萬港元。

於回顧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約0.35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虧損為約0.34港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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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經營

於回顧期間，客房收入為約8.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約7.7百萬港元），佔本集
團酒店經營總收入約78.1%（二零二零年：約63.5%）。客房收入主要指華星酒店的
酒店住宿所得收入，佔回顧期間客房收入總額約92.4%（二零二零年：約80.4%），
及部分取決於所收平均房價及入住率。於回顧期間的客房收入亦包括本集團於二
零一九年九月開始營運的日本溫泉酒店所帶來的一小部分收入。

於回顧期間，儘管COVID-19疫情導致的全球旅遊限制及封鎖措施對新加坡華星
酒店的日常業務造成不利影響，但該酒店自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開始被用作當地
居民的隔離場所，因而減弱了不利影響且該酒店得以維持其營運。儘管如此，華
星酒店用作隔離場所須定期與新加坡政府續簽有關合約。倘華星酒店無法續簽有
關合約或倘因當地其他酒店參與競爭而以較遜條款續簽合約，加上因COVID-19
疫情導致的封鎖措施會繼續限制酒店的正常業務，未來華星酒店的收入將遭受不
利影響。

下表載列所示期內本集團的主要酒店（即華星酒店）的總可出租客房晚數、入住
率、平均房價及每間可用客房收入（「每間可用客房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總可出租客房晚數 24,660 24,660
入住率 97% 39%
平均房價（港元） 309.3 575.3
每間可用客房收入（港元） 301.4 224.7

於回顧期間，餐飲（「餐飲」）收入為約2.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約2.5百萬港
元），佔酒店經營總收入約19.4%（二零二零年：約20.6%）。餐飲收入為本集團酒
店的餐廳、酒吧、客房服務及會議廳餐飲銷售的收入。

本集團出租其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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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來自酒店租戶的租金收入（二零二零年：約1.5百萬港元，佔酒店業務總
收入約12.2%)，原因是華星酒店的商舖單位在回顧期間用作COVID-19隔離住宿
時無法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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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資產

首期民丹開發計劃（定義見招股章程）第一階段建築合約於二零一六年九月簽訂
（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披露）。於二零二零年
及回顧期間，財務資源收緊及COVID-19疫情令工程進度大幅延宕。根據對本集
團可用財務資源的評估，為配合總建築成本預算減少，本集團對設計進行了若干
更改。然而，由於COVID-19疫情持續影響全球各個行業的供應鏈（包括建材供
應），因此建設進度有所延誤。同時，鑒於全球旅遊業需要時間恢復及回復正常，
為了在COVID-19疫情過後馬上為旅客提供全新裝修的度假勝地，本公司預計在
擁有充足資金的情況下，度假項目將推遲至二零二二年底竣工。

不良債務資產管理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來自不良債務資產的虧損（扣除修正虧損）約3.1百萬港
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5.1百萬港元）。於回顧期間，COVID-19疫情爆發及隨之
引起的中國經濟衰退及投資氣氛下降，造成收回不良債務資產的執行計劃受到不
利影響。

應對持續經營事宜的措施

於回顧期間及直至本季度業績公告日期，為解決可能會導致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
能力產生懷疑的不明朗因素並希望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剔除持續經營審核保留意見（披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獨
立核數師報告），本公司已採取並打算繼續採取以下措施來緩解流動資金壓力及改
善其現金流量，包括但不限於：

(1) 本集團就其主要借款銀行（「借款銀行」）對本集團的貸款審閱事宜予以配合，
並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通過借款銀行進行的年度信貸評估，下次信貸評估將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進行；

(2)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三月期間，本集團已對其循環貸款安排順利延期╱展
期，並應借款銀行的要求及時支付循環貸款的利息；

(3) 本集團與借款銀行成功磋商，將其分期貸款於二零二一年二月至六月期間的
部分本金還款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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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集團一直與承包商溝通，以將應付工程款項的還款期限進一步延期以及爭
取溫和的還款時間表，從而減緩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壓力。在印尼旅遊限制獲
放寬以使承包商的中國建造團隊獲准前往印尼進行現場勘察工作以及確定工
程量清單(此為進一步談判的先決條件)的前提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一
年中前後與承包商商討進一步詳情；

(5) 本集團位於新加坡的華星酒店獲得了自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起將酒店用作
COVID-19檢疫住宿的政府合約，並且在新加坡政府當局的定期審查下成
功續簽了此類合約。最新的政府使用合約已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中。倘
COVID-19疫情持續，本集團將繼續與政府申請續簽合約，以使酒店賺取穩
定的收入以維持其運營；

(6) 本集團將繼續申請適用於其位於新加坡及日本的COVID-19相關補貼，包括
薪金補貼、外籍勞工的徵費及酒店消毒費用，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本集團
的運營成本；

(7) 本集團將與潛在買方就其不良債務資產的處置進行磋商，以產生營運資金並
增強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及

(8) 本公司將繼續與可換股債券持有人進行磋商，以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到期的
可換股債券達成溫和的還款時間表。

展望

本集團對其業務的未來增長持樂觀態度。除為新加坡華星酒店及在日本花椿溫泉
酒店吸引新貴賓外，本集團將持續關注民丹土地（定義見招股章程）的發展，以貢
獻本集團收入並增加資產回報及企業價值，努力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亞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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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物色潛在收購機會。

自二零二零年一月起爆發的COVID-19疫情限制了香港、中國及若干國家遊客的
出行，影響本集團於亞洲的酒店業務。儘管本集團面臨此等挑戰，董事認為該等
不利市況可於疫苗接種計劃在全球範圍內有效實施後逐步舒緩，不會對本集團的
中長期酒店業務造成影響。本集團將繼續探索潛在項目以將其業務版圖擴展至大
中華地區及其他亞洲國家，從而把握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旅遊業增長所帶來之機
遇。儘管如此，本集團於物色潛在收購機遇時仍將採取審慎策略，以為股東帶來
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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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負責（其中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
控制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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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核數師並未審核回顧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
採納的編製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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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顏奕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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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顏奕先生及拿督蕭柏濤；非執行董事為林建國先生、
趙國明先生及張碩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湯木清先生、陳素權先生及黎瀛
洲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
成份，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登載日期起在GEM網站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登
載最少七日。本公告亦將在本公司網站www.linkholdingslimited.com 內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