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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董事會主席致股東的信
本信也致公司的潛在投資者、員工、客戶、朋友。

受首鋼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首鋼集團」）推薦和董事會選舉，我於2018年1月6日起正式擔任首長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首長國際」或「公司」）董事會主席（首鋼集團控股後的第七任主席），對公司的關注和支

持在2017年便已經開始。

首鋼集團始建於1919年，是一家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跨國經營的綜合性企業集團，資產總額約6,000億

元（若無特別標注，本信中的貨幣單位均為港幣）。百年首鋼積澱了豐厚歷史文化底蘊，承載著共和國工業發展

記憶，始終是中國工業企業改革的一面旗幟。今日之首鋼集團勇於創新、穩步改革，正在通過打造全新的資本

運營平台實現鋼鐵和城市綜合服務兩大主導產業的協同發展，將為首長國際的發展提供強大支持。

回顧歷史，自首鋼集團聯合長江實業在1992年收購首長國際之後，首長國際一直是首鋼集團在香港的旗艦上市

公司，肩負著首鋼集團的殷切期待。26年間在廣大投資人的支持下，市值最高曾經超過288億元，年度利潤曾經

超過14億元，可以說首長國際的歷史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既有銳進，也有遺憾。

今日之首長國際將再次擔當起時代之使命，致力成為在港上市公司中城市綜合服務板塊的傑出代表；致力成為

跨越經濟週期、現金流良好、運營穩定健康的上市企業；致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讓投資人獲得豐厚的收益；

致力成為讓廣大員工獲益，在為企業付出之時，毫無後顧之憂的最佳僱主。今天，一切業已開始。

今年的報告，我不想對本年度的業績進行簡單的描述，也不想停留在對公司的簡單的重新定位。我將就如何重

新規劃並落實公司願景，從四個部分向各位股東進行系統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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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復盤
我將深入分析公司現狀，為大家清晰展現2017年12月31日此時點的公司3D影像（若無特別標明，本信中數據均

以此時點為基準）。

一、 審慎計算後淨資產僅略高於市值，資產結構初步實現優化

為了更加簡潔明瞭地呈現公司的資產構成，我給大家呈現下表：

單位：百萬元

淨資產構成 賬面價值

在香港地區持有之現金及銀行存款 1,230

首鋼資源（上市） 4,634（含商譽1,048）

首長寶佳（上市） 439

首中投資 240（含商譽44）

京冀資本 287（含商譽54）

吉布森承購合同 132

其他 63

淨資產合計 7,025

我們經審計的淨資產70.25億元，截至2018年3月28日的最新市值41.3億元，從這個角度看市淨率僅約為

0.59倍。我願以更嚴謹的態度和更挑剔眼光去分析公司淨資產，其中涵蓋首鋼福山資源集團有限公司（「首

鋼資源」）、首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首中投資」）和京冀協同發展示範區（唐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京

冀資本」）收購形成的商譽，也涵蓋了持有聯營上市公司賬面價值高於市值24.45億，如果減去這兩項後，

剩餘淨資產是44.82億，則我們的市淨率為0.9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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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復盤（續）
一、 審慎計算後淨資產僅略高於市值，資產結構初步實現優化（續）

我們目前淨資產結構的形成有如下原因：

（一）在大股東首鋼集團的支持下，剝離虧損資產。2016年底，公司將總債務約為190.5億元的秦皇島業務

（淨資產為負48.48億元）以1元的對價出售給首鋼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資產負債率從115%驟降至19.5%，

財務狀況回復健康水平。在此過程中，大股東首鋼集團基於對所有股東負責的態度，在我們危難之際，做

出了最大的努力，支持了首長國際的轉型和發展。

（二）聯營公司首鋼資源和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的股權佔淨資產比例較大。我們曾以鋼

鐵為主業，為了向鋼鐵上游產業延展，從2009年起逐步收購首鋼資源股份，目前持有首鋼資源27.61%的

股份，此筆投資在公司淨資產構成中佔比最大，賬面價值達46.34億元（包含10.48億元商譽）。雖然我們

所持首鋼資源股票份額對應市值為24.59億元，低於賬面值，但首鋼資源的財務狀況穩健，負債很少，擁

有約50億元現金儲備。我們相信若有合適投資機會，充足的現金儲備能為提升首鋼資源價值提供助力。

同時，充裕的現金儲備亦使首鋼資源能夠維持較高的分紅率，過去十餘年間分紅率達78.73%，我們已累

計獲得首鋼資源股利分配約17.6億元。

我們持有首長寶佳35.71%的股權，賬面價值4.39億元，所持股票份額對應市值為1.69億元。首長寶佳主業

為汽車輪胎用鋼簾線、切割鋼絲的生產及銷售。目前擁有兩個鋼簾線生產基地，設計年產能20萬噸。由於

處於週期性行業、財務成本高和折舊攤銷大，再加上現金流管理水平有較大提升空間，造成了首長寶佳

過去數年間的經常性虧損，就此，首長寶佳董事會在1月30日調整了管理層團隊，相信首長寶佳能夠在新

的經營團隊領導下走出困境，為股東創造業績，我們將持續對主要財務指標保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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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復盤（續）
一、 審慎計算後淨資產僅略高於市值，資產結構初步實現優化（續）

（三）注入新主營業務資產。2017年12月公司成功收購了京冀資本和首中投資控股權，將業務拓展至國內

的私募基金管理及停車設施投資運營業務，其中京冀資本2017年經審計的總資產為2.70億元，首中投資

2017年經審計的總資產為4.68億元。

（四）良好的現金儲備。2017年11月完成了一供一供股，集資淨額約20億元，此外，通過子公司京冀資本

還可動用其管理的120億元可投資金，這些可用現金是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 扭虧為盈，收入散亂，創利不足

公司2017年扭虧為盈，由持續五年的巨額虧損，轉為盈利港幣5,729萬元，在此詳析背後的主要原因：

（一） 盈利依賴首鋼資源，主要得益於煤炭行情轉好

2017年的利潤主要來源於首鋼資源。首鋼資源本年度銷售約93.2萬噸原煤及207.3萬噸精煤，綜合營

業額為34.72億元，較同期上升91.8%。原煤每噸不含稅售價為人民幣585元，而精煤為人民幣1,185

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72.1%及80.4%。受煤炭價格提升的利好影響，首鋼資源股東應佔溢利急

增至10.81億元，為公司帶來利潤貢獻2.73億元。首鋼資源將按照66%進行利潤分配，公司可得到現

金分紅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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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復盤（續）
二、 扭虧為盈，收入散亂，創利不足（續）

（二） 礦石貿易營業額激增，利潤率下降

鐵礦石貿易貢獻了38億元的營業額，較上年同期上升269.4%，但激增的貿易量並未帶來可觀的利

潤，毛利僅為529萬元，毛利率遠低於去年同期水平。毛利率下降，一方面歸因於澳大利亞庫蘭島礦

受到自然災害，與吉布森之間的承購協議暫時無法執行；另一方面也歸因於公司不具備在市場上

獲取最好資源的能力，內部管理尚有提升的空間。在扣除管理費用後，貿易業務僅維持收支平衡。

此外，出於審慎原則，我們對貿易承購協議合同計提虧損撥備及對所涉及超過9個月的應收賬款

2,525萬元進行計提，導致貿易虧損擴大至0.99億元。公司管理團隊及業務負責人正在全力追繳應

收賬款，相信在2018年會有積極正面結果。

（三） 新主營業務蓄勢待發

子公司首中投資的停車設施投資運營和子公司京冀資本的基金管理業務於2017年12月完成交割，

故其資產負債表已併入首長國際。我們也清楚意識到，停車設施投資營運和基金管理業務尚在發

展初期，無法即時全面改善公司的收入和利潤結構。首中投資現已實際擁有的車位經營權每年可

帶來約2億元的收入；京冀資本現已管理的基金，持續帶來每年0.6億元的穩定收入。因行業特點，

新主營業務利潤率相對較高，待停車和基金管理業務規模迅速放大時，可較快為公司積累利潤。



17 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報告書

第二部分轉型發展
自2016年12月剝離鋼鐵業務資產後，我們一直在尋找合適的併購標的進行主業轉型。合適的併購標的應符合以

下三個標準：（1）有能夠跨越週期的現金流；（2）合理的價格和穩定狀態下良好的派息率；（3）處於足夠大的市

場並具有持續健康的增長。我們在2017年的新業務收購嚴格遵守上述原則。在股東們的支持下，也完成了20億

港幣的新股公開發售融資，為新的主營業務發展儲備了充裕資金。

目前，我們正在積極發展新收購業務，使其成為業績的重要基石。經營層預期，2018年公司管理車位數量將達

5萬個、基金管理規模將超200億元，利潤結構將發生較大改變，力爭停車和基金管理業務貢獻的利潤超過聯營

公司貢獻的利潤。展望2020年，屆時停車業務收入將超過20億元。我深知實現上述目標殊為不易，但我也相信

在運營團隊和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新業務的探索曙光初現、前景光明。

下面的篇幅，我向大家匯報公司發展戰略的實施路徑：

一、 全面推動停車設施投資運營

「停車難、停車亂」是目前中國大中型城市治理的痛點，因而停車產業前景也被普遍看好。據統計，北京的

汽車保有量為548萬，備案停車位總數193萬，平均每2.84輛車有一個車位；上海的汽車保有量為322萬，

備案停車位總數60萬，平均每5.37輛車有一個車位；深圳的汽車保有量為324萬，備案停車位總數111萬，

平均每2.92輛車有一個車位1。相比之下，同期巴黎和香港每車位服務車輛數為0.74和0.93輛。可見停車

位缺口數量巨大，而且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一線城市。

1 《2016年停車行業發展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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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轉型發展（續）
一、 全面推動停車設施投資運營（續）

我們將大力發展停車設施投資運營，秉持著「重點城市、核心位置、優質車位」的原則，聚焦於機場、醫院、

商場、寫字樓、路側等細分市場，尋找高質量、高收益的運營項目，我們已實際管理或收購車位數9,634

個，其中包括：首都新機場停車樓、上海虹橋機場P1停車樓、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停車樓、成都高新區公共

服務停車場等。

2015年以來，在國家各項停車利好政策的助力下，我們在國內率先提出停車綜合體產品，經過兩年多的

實踐，已在規劃設計、投融資、建設和運營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公司的停車綜合體產品相比地面

停車場容車率最高可提高至5倍以上；能充分利用城市「邊角地」、「夾心地」，最大化的挖掘土地價值；還

具有開發難度小、施工週期短、運營成本低等特點，最快可在6個月內完成施工建設。

我們將積極推廣停車綜合體模式，一攬子滿足停車及關聯服務需求，提升產業鏈價值空間；積極擁抱互聯

網發展潮流，構建包含車位預約、車位共享、車位導航、電子支付、線上線下互動在內的智慧停車生態體

系，致力於「智慧停車，服務生活」。停車設施智能化改造，運營服務效能優化，植入充電樁和便民服務，

基於城市空氣質量的動態定價機制等方式，提升城市靜態交通運行效率，改善用戶體驗，構建「人 •車 • 生

活」的綠色生態體系，讓城市生活更美好。在北京的多個區域，我們聯合屬地政府推出「移動互聯共享停

車」產品，有效改善了區域交通和環境，提高了市民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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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轉型發展（續）
一、 全面推動停車設施投資運營（續）

公司亦會持續關注海外優質停車運營公司及製造企業，積極尋求併購投資機會，拓展停車市場。過去一

年，公司海外團隊持續在北美、西歐接觸潛在標的，目前針對某標的，已與賣方已進入價格談判階段。如

果價格低至可收購區間，我們將提請股東大會審議，反之則於年內終止該標的談判。海外併購將會給我

們帶來飛躍式的發展，但我們亦深知海外併購中常伴有相當大的風險，不管收購成功與否，期間從海外

優秀同行企業中所學習到理念及經驗既可用於國內市場拓展，亦可為再接在勵繼續尋找其他可為股東創

造價值的收購標的而積累經驗。

我們始終保持開放心態，積極尋求與國內重點區域的優秀停車運營公司及行業互聯網企業合作，實現共

同發展、互利共贏。共同獲取項目、共同投資、深度的股權合作都是我們可接受的選項。停車設施投資運

營並非贏家通吃的行業，相信五年之內，中國將有超過5家模式創新、規模領先、可持續發展的卓越企業，

持續為廣大客戶提供遠遠超過今天的優質服務。我們也相信，中國最好的5家理所當然地進入世界的前十

位，按照現在的世界前十位的停車行業公司的標準來看，收入規模至少超過百億元。

二、 基金管理業務收益長期穩定，可與其他業務實現良性互動

基金管理的力量和源泉來自於投資人的支持，公司已實際管理14隻基金，搭建基金規模超過180億元，現

所管理基金的投資人包括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中國人壽等大型金融機構和北京市、河北省、吉林

省、四川省等多省市政府的基金投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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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轉型發展（續）
二、 基金管理業務收益長期穩定，可與其他業務實現良性互動（續）

投資方向重點聚焦在停車設施上，也會涉及園區舊改和醫院等。在停車領域，公司所管理基金在創造利

潤的同時，也有效支撐了停車業務的發展，是較有特色和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在園區舊改領域，公司所管

理的基金現階段主要聚焦於服務「新首鋼高端產業綜合服務區」的開發。這是北京市城區內極少的大規

模、聯片開發的區域，位於長安街沿線最西端，佔地面積8.63平方公里已成為城市復興新地標，也將成為

奧林匹克運動城市發展的典範以及世界遺產再利用、工業區復興的典範。我們已就園區發展與美國鐵獅

門、中集集團形成戰略合作關係，並積極探討設立園區開發基金的可行性。

我們亦會參與優質的股權投資項目，去年發起設立專項基金投資於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該家公司是國內醫藥研發外包服務機構（英文簡稱「CRO」）的巨頭，全球排名第11位，其已於2017年

7月4日向中國證監會提請上市申請。若成功上市，我們有望獲得較豐厚的超額收益。

我們堅持為基金投資人創造長期穩定收益，基金管理費率雖低於行業水平，短期內降低了公司收入，但

我們更多關注在基金退出期時較高的超額收益，這樣對公司長期發展有利，也更有利基金投資人獲益。

三、 縮減礦石貿易規模，保持穩定利潤

在注入新業務後，亦基於貿易業務的現狀，我們決定嚴控礦石交易風險，逐步減少礦石貿易收入、縮減礦

石交易量，計劃在2018年，將控制礦石貿易營業額在一定合理範圍內，並提升礦石貿易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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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轉型發展（續）
四、 引入戰略投資人

2017年12月19日，首鋼基金購得約17.9億股公司股票，約佔當下公司股本的9.45%；2018年3月26日，公司

成功完成向中集集團發售約10.5億新股，約佔當下公司股本的5.53%；

戰略股東的進入，對公司業務發展、治理水平的提升及風險管理的優化都有巨大的幫助。在今後一段時

期，伴隨著業務的快速擴張及獲利能力的增強，我們還將一定程度擴大股本，引入戰略投資人，在業務達

到平衡狀態後，將嚴格控制股本擴張，積極提升企業價值、經營收益、派息率，也不排除通過股份回購等

方式減少股本。

我們將致力為全體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第三部分團隊成員
團隊建設對公司發展至關重要，是完成業績和創造價值的保障。

本人曾就職於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中國證監會。2011年2月加入首鋼集團，參與創辦了北京首鋼基金有限公司

及前身北京京西創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過去七年來，在團隊努力之下，首鋼基金規模從人民幣10億提升

至人民幣480億。2017年初，受首鋼集團委派開展香港上市公司的相關工作，並於2018年1月擔任首長國際董事

會主席。

李少峰先生，現任公司董事會副主席。他在香港資本市場已近20年，幾乎經歷了「首長系」多家上市公司在港

發展的全過程，對「首長系」飽含深情。在首長國際主業轉型階段作出了巨大努力，他還兼任首鋼資源董事總經

理。在資本運作方面，他有著豐富的經驗，其專業意見對我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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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團隊成員（續）
梁衡義先生，現任公司董事總經理。他亦參與創辦了首鋼基金，與我共事多年。在基礎設施領域經驗豐富，具有

極強的拓展能力，曾主導了北京地鐵4號線在內的多個軌道交通項目投資。在停車產業和基金管理方面，其卓越

管理業績已經得到反覆驗證，本年度公司併購的兩家子公司中，京冀資本由其創辦，並擔任董事長，亦擔任首

中投資總裁。他是管理學博士及產業經濟學博士後，善於深入思考能很快抓住事物的基本規律，並轉換為快速

的行動。相信在他的帶領下，公司業務定會穩健、快速成長。

舒洪先生，長期擔任公司副董事總經理，其在貿易領域有著豐富的市場經驗，加入公司後，一直主管公司貿易

業務。在公司艱難時期，他忠誠於企業，在諸多困難之下，帶領團隊發展貿易業務；在轉型階段，他亦能顧全大

局，調整業務收入規模，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尋求貿易業務新的發展路徑。

李晨松先生，現任公司副總經理，負責併購業務。加入公司之前，他負責首鋼基金海外併購業務，過去一年參與

了多個跨境停車場收購項目，在巴黎、紐約深入研究了停車對智慧交通、市民生活的影響，對停車及相關領域

投資及收購有很多深刻獨到見解。他亦充滿熱情和敬業精神，曾主導投資了多個在境內外具有影響力的企業。

吉維崢先生，現任公司總經理助理，負責公司市場開發事業部工作。他性格與人為善、聰明勤奮，有著豐富的商

業開發經驗，他在市場拓展上的表現優異，更能完成客戶所賦予之使命。區域市場拓展壓力巨大，只有內心強

大之人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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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團隊成員（續）
李娜女士，現任公司總經理助理，負責公司運營系統事業部的工作，她有近10年停車行業經驗，總能創造條件完

成公司之使命。亦是她帶領團隊在多年前的創新，讓公司看到停車行業之巨大機會。未來，隨著車場的增多，系

統運營至關重要，她心細如髮，專注於促使公司提升效率，讓客戶體驗不斷提升，享受更優的停車服務。

許可先生，現任公司總經理助理，負責公司結構融資部工作，他此前長期在大型金融機構工作，與許多大中型

金融機構有著深厚的淵源，同時熟練於各類融資結構的搭建技術，他的加入將極大提升我們的資金使用效率。

張軍先生，現任首中投資常務副總經理，協助梁衡義先生開展停車領域相關工作。他曾長期在政府部門工作，

有豐富的經驗及良好的社會關係。加入首中投資後，在組織建設上沉著穩重，在市場拓展上充滿活力，在員工

管理上嚴格但有真情關懷。相信首中投資可以為公司貢獻越來越多的現金及利潤。

賈婷婷女士，現任京冀資本常務副總經理。她亦參加了首鋼基金的創立，是首鋼基金的第一位員工。她在基金

募集和管理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良好的的業績。她也致力於投後服務，通過她及團隊的努力不斷為投資人創

造佳績。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敬業精神也非常讓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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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團隊成員（續）
公司邀請了林燕女士、孟子揚先生和梁婉慈女士擔負公司支撐條線重要崗位負責人，林燕女士擔任財務部負責

人，此前她長期在國際知名的會計事務所工作，通曉內地會計準則和香港會計準則，嚴謹專業，財務管理水平

較高，潛力巨大；孟子揚先生擔任董事會辦公室主任和風險管理總監一職，此前孟先生長期在國內知名律師事

務所工作，他會協助我開展公司資本運作相關工作，並組建專門團隊深入一線，進行積極的風險管理，確保股

東利益得到最大之保障；梁婉慈女士自2018年3月29日將擔任公司秘書，她開朗、謙和、坦誠及敬業，此前在這

一領域已有逾20年的工作經驗，她將致力於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目前，公司共有182人，受篇幅的限制無法全部介紹，在今後每年的報告中我都將選擇3到5位一線員工向大家介

紹。

受公司全體股東之委派，團隊有機會為公司效力，唯有盡心盡力、說到做到，方能實現股東之最大收益，創造團

隊之最大價值。創新是自下而上的，公司的活力來自於團隊的創造。我們亦有義務讓員工獲得良好之保障及成

長。在此，我也廣邀各界優秀人才加盟公司。

第四部分業務挑戰
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挑戰，需要未雨綢繆，做好應對：

一、 停車業務拓展速度過慢或過快

停車業務本身盈利性較好，但現在中國內地之停車業務更多停留在劃片收費、勞務輸出的初級模式上，

行業集中度很低，僅北京一地就有超過3,000家停車管理公司，規模化運營沒有先例可循。在複雜多變的

場景下，如何能夠走出「碎片化」市場是最大的挑戰。

未來五年是停車行業重要機遇期，行業集中度將不斷提高，如果不能夠快速發展、提升市場份額，無法在

行業中繼續立足。因此，必須保證車位經營權數量每年超過100%增長速度，再靠商業模式以及盈利模式

的不斷「進化」，真正構建起我們自身的護城河，方能在「叢林」中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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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業務挑戰（續）
一、 停車業務拓展速度過慢或過快（續）

反之，機遇之下，只單純追求規模和短期收益，盲目擴張、盲目投資，不掌握企業發展之節奏。在資源拓

展上投入的精力遠大於產品設計的精力，忽略客戶的需求，不提升運營效率，企業必然是空有規模的「虛

胖」，最終還是會遭到市場的殘酷淘汰。

企業發展的根本來源於對產品的打磨和對客戶的服務，因此我們需在商業實踐中及時驗證產品屬性、不

斷專研客戶服務、勇敢破除行業通病及短板，成為行業內各方面都領先的企業。

二、 宏觀判斷有誤

我們聚焦在停車設施運營和基金管理，基本判斷在於，目前中國內地的房地產等大類資產價格存在相當

泡沫，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分紅率較低，我們不應簡單地以過去判斷未來，認為漲的永遠會漲，必須對

「可持續性」保持重點關注。反觀停車行業的投資收益率、分紅率和可持續性處在良性水平，如果判斷正

確，借助公司現有資源及團隊，我們有機會打造出這一細分行業的優秀企業，但如果我們判斷錯誤，房地

產等大類資產價格繼續上漲，那麼在諸多投資資產組合中，停車設施不能算作高收益的品種，而屬於穩

健的品種。

在我們開展停車業務的過程中，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參與設立基金和推薦投資項目，我們

希望為中國內地城市升級更新和廣大市民作出更多的貢獻。行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全國及屬地政策的引

導與支持，各地政府在制定停車行業政策時，也要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我們深知市場化政策的推

出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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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業務挑戰（續）
三、 聯營上市公司的業績波動

首鋼資源的主營業務屬於強週期行業，煤炭價格持續波動，如何在煤炭景氣高點，能夠獲取更多的利潤，

並促使首鋼資源向公司分紅；在煤炭景氣低點，如何能夠提升效率，確保首長國際不被商譽減值帶來重

大影響。就這些問題，我們將積極行使股東權利，與首鋼資源董事會充分溝通，支持他們作出有利於全體

股東切身利益的建設性決策。

首長寶佳處在困難階段，作為大股東，我們會支持首長寶佳的業務開展，並將建議首長寶佳董事會力爭

在2018年內保持自由現金流為正，並提升收益率達到行業平均較好水平，扭虧為盈，為股東創造利潤。

致謝
在此，我要由衷感謝首鋼集團的大力支持，首長國際轉型過程中，如前所述，集團的主要領導和負責同事為首

長國際的發展殫精竭慮，首鋼集團給予了巨大的支持，真金白銀地向上市公司「輸血」。

由衷感謝支持我們的戰略投資人，相逢於未時，在轉型發展的起步階段，投出了信任票，定不相負；由衷感謝管

理層、全體員工及家人，大家的辛勞付出支撐著公司的發展、承載百年首鋼的光榮與夢想。

也要由衷感謝首長國際全體股東的殷切期待，首長國際這些年不容易，相信股東們更不容易，你們的堅守就是

首長國際信心基石。

最後我還要由衷感謝我們的客戶及朋友，創新之路上，似易實難，在你們的堅定支持和包容體諒下，我們才有

機會在新的業務領域中具有如此廣闊的施展空間。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趙天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