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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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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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522)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第三季度未經審核業績公布 
 

 

本年首九個月集團創多項新紀錄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集團收入創新高達 18.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2% 
 
 盈利為港幣 20.0 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4.7%。不包括二零一七年非現金收益港幣

2.021 億元，集團盈利則減少 6.6%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每股盈利為港幣 4.95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9.47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4%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7.09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6%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2.27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2%  
 
 新增訂單總額創新高達 21.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3.9% 

 
 於第三季度末，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7.69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3.1%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集團收入為 6.5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2.0% 
 
 盈利為港幣 6.021 億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減少 30.2%及 23.0%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每股盈利為港幣 1.49 元 
 
 後工序設備業務收入為 3.02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5.4%，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16.6% 
 
 SMT 解決方案業務收入為 2.78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輕微減少 3.9%，較前一季度則增

加 19.8% 
 
 物料業務收入創新高達 7,69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增加 4.1%及 1.0% 
 
 新增訂單總額為 6.18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7%，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15.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底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為港幣 27.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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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會欣然宣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業績 
 

謹此欣然報告，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或「ASMPT」)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51.7億元(6.58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51.1
億元(6.540億美元)增加1.1%，較前三個月的收入港幣52.7億元(6.715億美元)則減少2.0%。 

 

集團三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6.021億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及前一季度分別減少30.2%及

23.0%。三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1.49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港幣2.12元，二零一八

年第二季度：港幣1.94元)。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收入為港幣147.8億元(18.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的港幣133.0億元(17.1億美元)增加11.2%。集團首九個月的綜合除稅後盈利為港幣20.0億元，較二

零一七年同期減少14.7%。不包括二零一七年非現金收益港幣2.021億元，集團盈利則減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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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收入 2 5,166,517 5,110,083 14,782,894 13,295,484 
銷貨成本  (3,213,153) (3,033,562) (8,917,407) (7,903,145) 
毛利  1,953,364 2,076,521 5,865,487 5,392,339 
其他收益  49,144 40,909 84,478 71,656 
銷售及分銷費用  (413,017) (376,114) (1,182,432) (1,065,459) 
一般及行政費用  (256,045) (247,859) (762,055) (661,444) 
研究及發展支出  (422,470) (381,805) (1,186,165) (1,054,552)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 202,104 
其他收益及虧損  (84,730) (7,522) (77,281) (13,511) 
財務費用  (45,695) (41,875) (126,697) (125,576) 
除稅前盈利  780,551 1,062,255 2,615,335 2,745,557 
所得稅開支  (178,486) (199,502) (615,822) (402,831) 
本期間盈利  602,065 862,753 1,999,513 2,342,726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  603,363 865,280 2,004,901 2,357,532 
 非控股權益  (1,298) (2,527) (5,388) (14,806) 
   602,065 862,753 1,999,513 2,342,726 

      

每股盈利 3     

 - 基本  港幣 1.49 元 港幣 2.12 元 港幣 4.95 元 港幣 5.78 元 

 - 攤薄  港幣 1.49 元 港幣 2.08 元 港幣 4.91 元 港幣 5.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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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盈利  602,065 862,753 1,999,513 2,342,726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132,706)      152,026 (243,595) 470,63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69,359 1,014,779 1,755,918 2,813,364 
     
以下各方本期間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471,085 1,017,299 1,761,741 2,828,171 

非控股權益  (1,726) (2,520) (5,823) (14,807) 
  469,359 1,014,779 1,755,918 2,81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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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期間，本集團於編製財務概要時，已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根據相關準則及修訂的過渡條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已

呈報金額及╱或披露的變動如下文所述。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 

 
集團於本九個月期間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香

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造合約」及相關詮釋。 

 

集團確認來自以下主要來源的收入: 
 

• 銷售後工序設備 
• 銷售表面貼裝技術設備 
• 銷售物料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初始採用該準則的累計影響於初始採用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初始採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盈利中確認，及並無重列比

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將該準則追溯用

於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的合約。因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以及相關詮釋編製，所以若干比較資料無法比較。 

 

下表概述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集團本九個月期間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中每一項受影響項目的影響。沒有受變動影響的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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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對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影響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如報告所列 

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之影響 

撇除因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而影響的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14,782,894 92,895 14,875,789 
銷貨成本 (8,917,407) (44,570) (8,961,977) 
所得稅開支 (615,822) (9,964) (625,786) 
本期間盈利 1,999,513 38,361 2,037,87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755,918 38,361 1,794,279 
    
 

有關應用新訂及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進一步資料已載列於集團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的附註第2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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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業績為每個分部所賺取之除稅前盈利（不包括利息收入、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財務費用、未分配其他收益（支出）、未分配外幣淨匯兌虧損及未分配一般及行政費用之分

配)。 
 

本集團以可報告之經營分部分析收入和業績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客戶分部收入     

 後工序設備 2,374,612 2,252,658 7,431,167 6,672,256 
 表面貼裝技術(「SMT」)解決方案 2,188,313 2,277,650 5,565,340 4,987,895 
 物料 603,592 579,775 1,786,387 1,635,333 
 5,166,517 5,110,083 14,782,894 13,295,484 

     
分部盈利     
 後工序設備 481,791 595,762 1,845,787 1,746,199 
 SMT 解決方案 435,720 504,555 975,898 904,031 
 物料 26,296 46,248 110,412 120,835 

 943,807 1,146,565 2,932,097 2,771,065 
利息收入 7,404 7,329 26,118 23,250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 - - - 202,104 
財務費用 (45,695) (41,875) (126,697) (125,576) 
未分配其他收益(支出) 460 (1,279) 913 (928) 
未分配外幣淨匯兌虧損 (85,381) (7,945) (83,842) (16,413) 
未分配一般及行政費用 (40,044) (40,540) (133,254) (107,945) 
除稅前盈利 780,551 1,062,255 2,615,335 2,745,557 

     
分部盈利之百分比     
 後工序設備 20.3% 26.4% 24.8% 26.2% 
 SMT 解決方案 19.9% 22.2% 17.5% 18.1% 
 物料 4.4% 8.0% 6.2%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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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 

  期間盈利） 603,363 865,280  2,004,901 2,357,532 
減：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 
           調整（附註） - -  - (202,104) 
加：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  
          （附註） - 35,854  109,998 107,95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603,363 901,134  2,114,899 2,263,38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股份之數量 

（以千位計）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404,071 407,904  405,007 408,007 
      
潛在攤薄影響之股數:      
   - 僱員股份獎勵制度 1,957 2,131  1,686 1,571 
   - 可換股債券（附註） - 23,737  24,001 23,66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406,028 433,772  430,694 4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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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盈利（續） 

 
附註: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

股債券的兌換，因為假設兌換將增加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二零一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已全部兌換為普通

股，而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盈利已撇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及可換股債券的利

息支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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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主要受 SMT 解決方案分部及後工序設備分部所帶動，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繼
續表現良好。集團的收入及新增訂單總額與預期相符，按年增加，按季則減少。 
 
第三季度的集團新增訂單總額較預期高，主要由 SMT 解決方案分部再創新高，超越前一季度創
下的紀錄所帶動。後工序設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亦錄得較預期為高，按年增加 5.8%。此兩個分
部強勁的新增訂單總額反映集團持續成功擴大市場佔有率。物料分部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及
前三個月均有所減少，主要由於市場情緒令客戶調整引線框架存貨所致。然而，物料分部收入於
第三季度創新紀錄，反映客戶的生產活動保持動力。 
  

 第三季度 
新增訂單總額 

第三季度 
收入 

 金額 
(美元百萬) 按年 按季 金額 

(美元百萬) 按年 按季 

集團 618.6 +7.7% -15.0% 658.3 +1.1% -2.0% 
後工序設備分部 263.9 +5.8% -25.5% 302.6 +5.4% -16.6% 
物料分部 53.9 -20.8% -30.4% 76.9 +4.1% +1.0% 
SMT 解決方案分部 300.8 +17.1% +1.6% 278.8 -3.9% +19.8% 

 
中美貿易磨擦對集團第三季度業績構成的直接影響屬輕微。集團根據本年上半年度的付運量就美
國政府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所構成的或然直接影響進行了模擬測試。結果顯示，集團少於 0.5%的
收入會受到直接影響。 
 
然而，由於緊張形勢持續發酵，目前難以確定其對集團帶來的間接影響。短期而言，貿易糾紛將
增加市場的不明朗因素。但就中長期而言，集團仍然對半導體行業的前景具有信心及感到樂觀。 
 
儘管如此，集團留意到貿易磨擦的持續發展令客戶變得更為審慎。至目前為止，僅極少數中國客
戶延遲訂單付運，個別客戶暫停進行新投資。然而，此等影響有部份被東南亞國家客戶因產量上
升而增加的訂單所抵銷。同時，專注於應付本地需求的中國客戶亦持續擴大其產能。 
 
集團於本年第三季度的收入為 6.583 億美元，按年增加 1.1%，較前一季度則減少 2.0%。集團第三

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為 6.18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7%，較本年第二季度則減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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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集團於本年首九個月的收入及新增訂單總額均創新紀錄。集團收入按年增加 11.2%至 18.9 億美

元。集團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13.9%至 21.0 億美元。第三季度的訂貨對付運比率為

0.94，季末的未完成訂單總額為 7.698 億美元，較第二季度末減少 4.8%，較去年同期則增加

33.1%。 
 

 首九個月新增訂單總額 首九個月收入 
金額 

(美元百萬) 
按年 金額 

(美元百萬) 
按年 

集團 2,100.5 +13.9% 1,885.6 +11.2% 
後工序設備分部 1,024.8 +13.8% 947.9 +11.4% 
物料分部 204.9 -11.4% 227.9 +9.2% 
SMT 解決方案分部 870.8 +22.3% 709.8 +11.6% 

 
按地區劃分，中國(包括香港)、歐洲、馬來西亞、美洲及泰國為集團於第三季度首五大市場。 
 
按應用市場劃分，於本年第三季度，集團於汽車、能源管理、工業、消費及離散器件半導體市場

的收入錄得強勁的按年雙位數百分比增長。與此同時，來自移動通訊及光電市場的收入則錄得雙

位數百分比減少。於去年第三季度，集團忙於付運 SMT 設備予客戶以供他們生產新一代智能手

機。進入本年下半年，集團留意到光電市場開始呈現弱勢。 

 

集團於本年度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除稅前盈利分別為港幣 7.806 億元及港幣 26.2 億元，分別按
年減少 26.5%及增加 2.8%(不包括去年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金額港幣 2.021 億元的非現
金收益)。集團於第三季度的毛利率為 37.8%，本年度首九個月則為 39.7%，分別按年減少 283 點
子及 88 點子。 
 

集團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按年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6.186 億美元 +7.7% -15.0% 21.005 億美元 +13.9% 
收入 6.583 億美元 +1.1% -2.0% 18.856 億美元 +11.2% 
毛利率 37.8% -283 點子 -544 點子 39.7% -88 點子 
除利息及 
  稅項前盈利 港幣 8.188 億元 -25.3% -29.5% 港幣 27.159 億元 +2.7% * 
盈利 港幣 6.021 億元 -30.2% -23.0% 港幣 19.995 億元 -6.6% *  
盈利率 11.7% -523 點子 -318 點子 13.5% -257 點子*  

 
* 不包括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關於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調整金額

港幣 2.021 億元的非現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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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後工序設備分部 
 
後工序設備分部於第三季度繼續表現良好，收入為 3.02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5.4%，較上一
個季度則減少 16.6%。雖然收入按季錄得減少，此分部的收入於本季度仍創下歷來第三季度的新
紀錄。此分部的收入於本年度首九個月創新高達 9.47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4%。後工序
設備分部的收入於首九個月及第三季度，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50.3%及 46.0%。 
 
受到市場季節性因素影響，此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於第三季度較去年同期增加 5.8%至 2.639 億美
元，較本年度第二季度則減少 25.5%。於首九個月，後工序設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較去年同期
增加 13.8%至 10.2 億美元。  
  
對於後工序設備分部而言，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市場錄得強勁的增長。第三季度的新增訂單總額
按年錄得 24%的強勁升幅。首九個月期間集成電路/離散器件市場的新增訂單總額已超越二零一
七年全年的新增訂單總額。 
 
後工序設備分部於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的毛利率分別為 43.5%及 46.6%，按年分別減少 471 點子
及 112 點子。減少主要因為產品組合及工廠產能使用率較低所致。於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期間分
部盈利率分別為 20.3%及 24.8%，按年分別減少 616 點子及 133 點子。  
  
憑藉過去三個季度的強勁表現，預期後工序設備分部二零一八年全年的收入將創新紀錄。 
 

後工序設備分部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按年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2.639 億美元 +5.8% -25.5% 10.248 億美元 +13.8% 
收入 3.026 億美元 +5.4% -16.6% 9.479 億美元 +11.4% 
毛利率 43.5% -471 點子 -726 點子 46.6% -112 點子 
分部盈利  港幣 4.818 億元 -19.1% -44.1% 港幣 18.458 億元 +5.7% 
分部盈利率 20.3% -616 點子 -999 點子 24.8% -133 點子 

 
 
物料分部 
 
於第三季度，物料分部的收入創新紀錄達 7,69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及本年第二季度分別增加
4.1%及 1.0%。首九個月期間的收入亦創新紀錄達 2.27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2%。此分部
的收入於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11.7%及 12.1%。  
 
此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於第三季度較去年同期及第二季度分別減少 20.8%及 30.4%，反映客戶因
應政治及市場狀況不穩定而調整其引線框架的存貨。於本年首九個月，物料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
較去年同期減少 11.4%。於本年第三季度及首九個月，新增訂單總額分別為 5,390 萬美元及 2.04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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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於第三季度，物料分部的毛利率為 11.0%，分部盈利率為 4.4%，按年分別減少 370 點子及 362 點
子。 
 
憑藉過去三個季度的強勁表現，預期物料分部將於今年創全年的收入新紀錄。 
 

 
 
SMT 解決方案分部 
 

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第三季度繼續表現卓越，新增訂單總額逾 3 億美元，再創季度新紀錄。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第三季度的收入為 2.788 億美元，分別較第二季度增加 19.8%，較去年同期則輕
微減少 3.9%。此分部的收入於去年第三季度創下優異的紀錄。 
 
於首九個月期間，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收入創新紀錄達 7.09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6%。
此分部的收入於第三季度及本年首九個月分別佔集團總收入的 42.3%及 37.6%。 
 
於第三季度，此分部的新增訂單總額分別按年及按季增加 17.1%及 1.6%至 3.008 億美元，創季度
新紀錄。首九個月期間的新增訂單總額創新紀錄達 8.70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2.3%。 
 
此分部於第三季度的毛利率及分部盈利率分別為 39.0%及 19.9%，分別按年減少 72 點子及 224 點
子。 
 
憑藉過去三個季度的強勁表現，預期 SMT 解決方案分部的全年新增訂單總額、收入及分部盈利

將於二零一八年創新紀錄。 
 

 
 

  

物料分部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按年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5,390 萬美元 -20.8% -30.4% 2.049 億美元 -11.4% 
收入 7,690 萬美元 +4.1% +1.0% 2.279 億美元 +9.2% 
毛利率 11.0% -370 點子 -230 點子 12.4% -152 點子 
分部盈利  港幣 2,630 萬元 -43.1% -41.4% 港幣 1.104 億元 -8.6% 
分部盈利率 4.4% -362 點子 -315 點子 6.2% -121 點子 

SMT 解決方案
分部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首九個月 
 按年 按季  按年 

新增訂單總額 3.008 億美元 +17.1% +1.6% 8.708 億美元 +22.3% 
收入 2.788 億美元 -3.9% +19.8% 7.098 億美元 +11.6% 
毛利率 39.0% -72 點子 -228 點子 39.2% -52 點子 
分部盈利  港幣 4.357 億元 -13.6% +28.3% 港幣 9.759 億元 +7.9% 
分部盈利率 19.9% -224 點子 +132 點子 17.5% -59 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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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就目前為止的業績來看，集團三個分部均造出卓越成績。集團正朝著於二零一八年創全年新增訂
單總額及收入新紀錄的方向邁進。 
 
SMT 解決方案分部於第三季度取得的新紀錄，有助推動集團業績，預期該分部的收入於第四季度
將同時錄得按季及按年增長。預期後工序設備及物料分部的收入則將按季減少。 
 
以全年計，全部三個分部預期均將於二零一八年創全年收入新紀錄。預期 SMT 解決方案分部收
入將接近，甚至突破 10 億美元的水平。 
 
就今年第四季，集團預期其收入將介乎於 5.5 億美元及 6.2 億美元之間，而新增訂單總額則將會
由第三季度水平錄得雙位數百分比下降。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磨擦為全球經濟及半導體行業帶來重大的不確定性，令客戶變得更為審慎。
集團正密切監察情況，並持續評估潛在影響。 
 
憑藉過去數年集團所作的投資，加上廣博深厚的賦能技術以及雄厚的財務資源，讓其處於無可比
擬的地位，以迎接挑戰。二零一八年將會是 ASMPT 創新紀錄的一年，集團有信心於未來繼續創
造更多新紀錄。集團於過去數年的投資及策略勢令 ASMPT 進入新的高速增長期。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Orasa Livasiri 小姐（主席）、樂錦壯先

生、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Petrus 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執行董事：李偉光先生、徐靖民先生及黃梓达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