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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SHENZHEN HIGH-TECH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集團財務摘要
‧ 二零零四年營業額較二零零三年之 331,881,000港元增加 17.7%至 390,552,000港元。
‧ 二零零四年溢利毛額較二零零三年之 78,090,000港元減少 4.1%至 74,872,000港元。
‧ 二零零四年虧損 17,27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虧損 176,854,000港元。
‧ 二零零四年每股虧損 0.124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虧損 2.337港仙。
‧ 董事建議不派發股息。

業績
深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90,552 331,881
銷售成本及服務成本 (315,680 ) (253,791 )

溢利毛額 74,872 78,090
其他經營收益 6,438 9,92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837 ) (38,493 )
行政開支 (72,435 ) (78,654 )
其他經營開支 (23,810 ) (48,655 )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 (92,628 )

經營業務虧損 3 (48,772 ) (170,414 )
財務成本 4 (2,466 ) (316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95 88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534 ) (2,677 )
出售附屬公司之淨收益 32,796 －

除稅前虧損 (16,581 ) (172,518 )
稅項 5 (2,771 ) (5,221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9,352 ) (177,739 )
少數股東權益 2,077 885

年度虧損淨額 (17,275 ) (176,854 )

每股虧損 6
－基本 (0.124港 仙 ) (2.337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5,000 115,000
物業、機械及設備 36,283 58,765
發展中物業 4,200 4,200
商譽 － 23,810
於聯營公司權益 134,946 75,641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23,180 24,584
證券投資 － 317
遞延稅項資產 6,742 6,441

320,351 308,758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300,632 58,897
存貨 154,168 54,592
借予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14,739 －
應收賬款 7 55,832 47,33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0,631 32,705
證券投資 980 893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23,137 416,465

700,119 6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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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 101,728 56,05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4,554 144,966
銀行貸款－無抵押 47,170 －
應付稅項 4,315 21,989

237,767 223,006

流動資產淨值 462,352 387,8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82,703 696,634
少數股東權益 124 10,459

782,579 686,17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3,533 119,613
儲備 639,046 566,562

782,579 686,175

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投資物業及證券投資之重估作出修訂。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2. 分 部信息
按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之分析載列如下：

(a) 業務分部：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 物業投資、
製造及相關業務 發展及買賣 眼科醫護 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77,242 259,095 84,894 52,989 7,513 1,710 20,903 18,087 － － 390,552 331,881
跨部門銷售 － － 636 199 － － 1,660 6,399 (2,296 ) (6,598 ) － －

合計 277,242 259,095 85,530 53,188 7,513 1,710 22,563 24,486 (2,296 ) (6,598 ) 390,552 331,881

分部業績 (9,770 ) (102,530 ) 11,686 (3,324 ) 40,574 (16,528 ) (21,080 ) (10,428 ) (2,296 ) (6,598 ) 19,114 (139,408 )

未分配之其他經營收入 1,125 1,157
未分配企業開支 (69,011 ) (32,163 )

經營業務之虧損 (48,772 ) (170,414 )
財務成本 (2,466 ) (316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6 ) (55 ) (3,893 ) 108 － (1,216 ) 7,334 2,052 － － 3,395 88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534 ) (2,677 ) － － － － － － － － (1,534 ) (2,677 )
出售附屬公司之淨收益 － － 50,739 － (17,943 ) － － － － － 32,796 －

除稅前虧損 (16,581 ) (172,518 )
稅項 (2,771 ) (5,221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9,352 ) (177,739 )
少數股東權益 2,077 885

年度虧損淨額 (17,275 ) (176,854 )

附註： 跨部門銷售乃按適用之市價計算。

(b) 地區分部：
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 （香港除外）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2,663 18,087 367,889 313,794 390,552 331,881

3. 經 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呆壞賬準備 1,258 －
存貨準備（已包括於銷售及服務成本） 2,902 432
業務發展之顧問費（已包括於行政開支） 2,410 15,600
折舊 7,497 4,045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減值虧損（已包括於行政開支） 3,303 －
匯兌虧損淨額 3 473
商譽攤銷（已包括於其他經營開支） 23,810 48,358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虧損（已包括於行政開支） 248 185
租賃物業之最低租金 7,793 6,743
短期上市股份未變現持股虧損淨額 453 774
銀行利息收入 (1,125 ) (1,157 )
貸款利息收入 (588 ) －
根據經營租約之租金收入，減支銷 3,06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042,000港元） (9,641 ) (9,190 )
壞賬收回 (1,000 ) (1,456 )
應收賬款之呆壞賬準備撥回 (690 ) (1,753 )
來自非上市投資之投資收入 － (605 )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已包括於其他經營收入） － (2,760 )
撥出因收購聯營公司權益所致之負商譽（已包括於其他經營收入） － (762 )
買賣短期上市股份變現收益淨額 (626 ) (1,095 )

4. 財 務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2,46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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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 (213 )
過往年度多撥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233 4,761
過往年度少撥 － 7,114

1,233 11,662
遞延稅 (267 ) (6,441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年度稅項支出 966 5,221
分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支出 1,805 －

2,771 5,221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年度並無任何從香港賺取之應課稅溢利，故沒有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其他司法權區承擔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當時之稅率計算。

因共同控制實體於兩個年度均沒有賺得應課稅溢利，本集團因此沒有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稅項。

6. 每 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年度虧損淨額 17,27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76,85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13,948,108,569（二零零三年：7,568,215,430）股計算。

由於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或可換股票據會導致兩個年度之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乃假設有關購股權及／或可換股票據並未行使。

7. 應 收賬款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減準備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1,111 22,468
31至 90日 11,750 6,309
91至 180日 2,363 8,446
181至 365日 17,072 5,564
超過 365日 3,536 4,543

55,832 47,330

8. 應 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2,850 32,234
31至 90日 8,228 15,627
91至 180日 8,164 7,161
181至 365日 313 347
超過 365日 2,173 682

101,728 56,05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之總營業額為 390,55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31,881,000港元），與上一財政年度比較上升 17.7%。回顧期內，集團於本年度
之經營業務虧損錄得 48,772,000港元及年度虧損淨額 17,275,000港元，其中包括 23,810,000港元之商譽攤銷，以及 17,943,000港元之出售從事眼科醫護業務
之附屬公司的虧損。（二零零三年：商譽攤銷及減值虧損總和為 141,283,000港元。）

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與去年同期

業務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比較變動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 277,242 71.0 259,095 78.1 7.0
物業投資、發展及買賣 84,894 21.7 52,989 16.0 60.2
眼科醫護 7,513 1.9 1,710 0.5 339.3
其他 20,903 5.4 18,087 5.4 15.6

總營業額 390,552 100.0 331,881 100.0 17.7

本集團之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佔總營業額 71.0%，較去年增加 7.0%。物業投資、發展及買賣業務佔總營業額 21.7%，較去年增加 60.2%。眼
科醫護業務及其他業務增長分別為 339.3%及 15.6%，於二零零四年兩者只佔總營業額 7.3%。

二零零四年之綜合毛利率約為 19.2%（二零零三年：約 23.5%）比去年下降 4.3%，主要是因為服務器製造業務的銷售價格下降，而市場上相應之材料價格
未能相應下調，致使本集團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業務毛利率較去年為低。

二零零四年全年銷售及分銷成本比去年減少 4,656,000港元至 33,837,000港元，銷售及分銷成本佔銷售額的比重由去年 11.6%下降至 8.7%。

二零零四年全年行政開支比去年減少 6,219,000港元至 72,435,000港元，行政開支佔銷售額的比重由去年 23.7%下降至 18.5%。

二零零四年全年財務成本為 2,466,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之 316,000港元增加 2,150,000港元，主要是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利息。

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
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本公司透過配售代理以每股 0.056港元之發售價發行 2,392,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扣除
有關開支後股份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29,000,000港元，全數已用作為購入位於北京之順景園（「順景園」）之部份代價。是次配售股份之其他詳情載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向股東發出之公佈。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以約人民幣 3億元（約相等於 2.8億港元）之現金代價向獨立第三者購入三幢位於北京順景園之住宅物業，作為本集
團之待售物業。本集團在北京已設立物業代理公司，負責向市場推出順景園單位。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本集團出售振藝發展有限公司（「振藝發展」）及其全資附屬公司愛儷發展（上海）有限公司（「愛儷發展」）之全部權益予
獨立第三者，由於振藝發展及愛儷發展為累積虧損公司，以及出售時本集團可獲得儲備之解除，本集團出售振藝發展及愛儷發展產生 50,739,000港元之
收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成立 Joy Value Limited（「 Joy Value」），本集團擁有 Joy Value之 45%權益，其主要業務為買賣及投資中國
房地產，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已投資約 57,600,000港元於 Joy Value作為其投資及業務之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一獨立第三者作為買方，按照協議以人民幣 17,000,000元之代價出售本公司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China
Vision Group Corporation（「 China Vision」）及其附屬公司，China Vision為擁有本集團所有眼科醫護業務之中間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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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充裕，財務狀況穩健，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維持在約 123,13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為 416,465,000港元）之水平。本集團嚴格執行應收貨款之信貸管理，以確保營運資金充裕。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結餘總額約為
55,832,000港元，較去年上升 18.0%（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7,330,000港元）。於年底之流動比率為 2.94，而二零零三年底為 2.74。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獲得之無抵押銀行貸款共約 47,17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均為人民幣貸款及固定利率為 5.5755%。管理
層已檢討過本集團之資金狀況，認為有充裕的資源支付該貸款，而該銀行貸款亦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到期時償還。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為計算基準）為 0.06（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資本性開支
於二零零四年年度，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合計為 6,89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90,116,000港元）。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為獲得一般銀行融資或短期貸款而抵押資產及銀行存款。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 700名全職管理、行政、技術及生產部員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800名）。本集
團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當時行內慣例釐定僱員之酬金、晉升及薪酬調整幅度。在香港全體僱員及執行董事均已參與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其他僱員褔利包括本集團董事會授出之購股權。

外匯及外幣風險
由於所得之收入以及購買材料、零件及設備之款項和薪金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故毋須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而本集團之匯率變動風險亦
較低。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對沖活動。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要幣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向國內一家銀行作出擔保，作為其向本集團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授出共人民幣 8,000,000元（約相等於 7,547,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000,000元（約相等於 4,692,000港元））貸款融資之擔保，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融資已全數使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附屬公司所獲得銀行貸款向銀行作出擔保，有關銀行貸款已動用至人民幣 50,000,000元 ,約相等於 47,170,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除上述外，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房地產
本公司管理層對國內房地產業務抱有信心，相信隨著人均國民生產值提升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國內高級住宅需求仍然很大。於二零零四年內本集團
已運用了約人民幣 3億元收購順景園三幢物業作為本集團之待出售物業之儲備。順景園是位於北京市的優質高尚住宅。

於年內，本集團售出位於上環家樂花園兩個單位，為集團帶來 1,760,000港元之售樓收入。位於上海之愛儷軒之 65個單位及 54車位已全部出售，銷售款項
所得共約 65,307,000港元。

物業出租方面，位於深圳高新區之曙光大廈之出租率達 100%，本年度內租金及管理費收入約為 12,264,000港元。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
曙光信息
於回顧期內，曙光信息組織結構調整，針對以往銷售渠道較為薄弱，按各市場區域之需求，訂定銷售策略。改組後之渠道銷售額增長理想。

在市場銷售方面，高性能服務器銷售理想，已達至全年之預算銷售指標，惟市場競爭激烈，銷售格價下調，致使整體毛利率由去年之 26.2%下降至今年
之 21.1%。行業銷售仍然穩定增長，藉著曙光信息優質之高性能服務器，曙光信息繼續參與教育部西部高等院校網絡建設項目、北京校校通工程等。在
石油勘探領域、及航天領域，曙光高性能服務器佔有市場份額。曙光 64位象專用機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獲勝，中標北京氣象局訂單。此外，曙光信息在多
個省份的農村遠程教育工程成功拿取超過人民幣一億元之合同額。

在產品研發方面，曙光信息研制了曙光 4000A，其採用了 2,560顆 64位的 AMD OPTERON CPU，擁有 40個主機柜，是全國第一台運算速度超過每秒 10萬億次
的超級計算機，已問世並落戶上海超級計算中心。按最新公佈的全球超級電腦 TOP 500名單中，曙光信息研製的「曙光 4000A」全球排名第 10，這是中國
首次打破由美、日兩國壟斷多年的超級電腦十強 (Top 10)排名榜。曙光超級服務器已成功應用於天氣預報、石油勘探、地震資料處理、核能開發利用、
計算流體力學、基因與蛋白分析、材料科學、航天科技和國防學等領域的 30多項應用，表現出強大的科學計算、事務處理和信息服務能力。曙光超級服
務器在體積、功耗、使用效能方面可完全與美、日生產的高性能計算機相媲美，而成本遠遠低於美、日超級計算機，所以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曙光 4000A
之面世更成為位列《科技日報》「 2004年十大科技新聞」之一；并入選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評選的：「 2004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之一。

曙光低端天闊服務器 i200-I是售價人民幣萬元以下之入門級服務器及較高檔次之 R4380A服務器，在多種網絡應用環境中表現卓越，其可擴展性、可用性、
可管理性、好用性等指標大大提高了系統性能，曙光 i200-I及 R4380A服務器已應用在對服務器要求甚高之網絡游戲市場。

為了針對需求日益高漲的網絡安全市場，曙光信息自行開發了曙光 GodEye-HIDS主機入侵檢測產品。該產品採用國際上先進的分布式入侵檢測構架，其
在管理、檢測、防攻擊、自身保護等方面有卓越表現，並且將會應用於河北省農業廳之信息安全項目。

晶科信息
武漢晶科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晶科信息」）主要從事各類電子產品需要的石英晶体頻率片（半成品）、諧振器（成品），SMD和相關器件的生產。晶科
信息於本年二月搬進位於武漢市東西湖區吳家山台商投資區的新廠房「晶科工業園」，公司原有和新購買的設備已安裝完成，為晶科信息提供優良之
生產基地。在新調整的董事會和新委任之管理層領導及管理下，公司管理已全面規範化、生產管理及生產技術工藝已加強及改進；客戶基礎及開拓新
客戶之情況也較去年改善。二零零四年全年石英晶体諧振器之銷售約為人民幣 9,352,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5,456,000元，增加 71.4%，由於是新廠房
機器設備剛投入生產之第一年，在本年度內未能達致盈利水平。

在本年度內晶科信息已開發出多個新頻點之石英晶体諧振器，為公司增加盈利增長點。

眼科醫護業務
本集團附屬公司之華明醫學發展（深圳）有限公司（「華明醫學」），在國內多個地區擁有眼科醫療和眼視光中心之權益。二零零四年全年為本集團帶
來約 7,513,000港元之服務收入及 1,013,000港元之經營虧損。由於本集團眼科醫護網絡規模侷限，所以無論在收入或盈利方面未能對本集團帶來明顯之
貢獻。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以人民幣 17,000,000元之代價出售本公司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China Vision及其附屬公司之所有權益予獨
立第三者，China Vision為擁有本集團所有眼科醫護業務之中間控股公司，因出售眼科醫護業務之虧損為約 17,943,000港元。

金融服務
非核心金融服務業務並不活躍，新的借貸業務為借予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在穩健的前提下亦有參與證券投資作為中長期投資。

業務展望
房地產
國內房地產業務會是未來一年之發展重點，本集團除致力推銷順景園單位外，也將物色有潛力的房地產發展項目。國內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居民收入
水平快速提高，對居住條件改善的要求十分強烈，因此未來若干年內國內房地產市場仍將保持高速增長，無論是住宅還是商業地產均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本集團將遵循謹慎原則，在做好項目分析和風險控制的前提下，選擇優秀的項目進行投資，為本公司形成新的利潤來源。

本集團也會繼續做好曙光大廈的出租業務，預計曙光大廈出租率仍會理想，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
曙光信息
在高端產品成為中國名列第一後，要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使在高端大型計算機研制始終處於中國和世界前列；同時曙光信息未來更會著眼於低端
市場也要爭取做到最好。但面對著眾多的國內外低端產品競爭對手，預計二零零五年之低端電腦產品價格會繼續往下調整，曙光信息在低端市場將會
面對非常嚴峻之競爭。為爭取優勢，曙光信息會通過上下延伸和內外拓寬，為此，公司繼續加強銷售渠道的管理和控制力度、嚴格控制產品質量、有效
降低物料成本及支出、加強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之培訓，以及藉著「曙光」4000A所建立之「曙光」品牌聲譽，透過一系列之市場推廣活動，提升曙光在
低端市場地位。曙光 i200-I系列「天闊」服務器會是極具競爭力的低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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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銷售方面，曙光高性能服務器將持續現有優勢、保持現有市場客戶及繼續拓展行業市場。繼北京校校通工程及教育部西部高等院校網絡建設項
目外，曙光信息將參與全國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相關項目落標。本集團估計，曙光高性能服務器在石油勘探領域、航天領域或氣象局等行業繼續
廣受歡迎；同時，會進一步應用在生物信息、電力網絡及通信服務等服務平台。

晶科信息
晶科信息著力改善公司內部管理條件以減低生產成本，并透過開拓新客戶和市場為導向之目標，公司相信多個新頻點之石英頻率片推出市場後，晶科
信息將會為本集團帶來盈利。晶科信息會繼續開發市場和產品，拓寬新頻點之石英晶体諧振器之應用范圍，為公司增加盈利增長點。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
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故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時並未按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設定固定任
期。

根據本公司向全體董事所作之具體查詢，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3.13條確認其獨立性之年度確認書，而本公司仍然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維持其獨立性。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該委員會現有成員分別包括李國精先生、廖醒標先生及莊嘉俐小姐。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及外
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彼等認為有關報告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所編製，並已作充份披露。

於聯交所網址刊載業績
本公司將於短期內呈交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之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包括該兩段）（惟根據過渡安排，仍適用於涉及在二零
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的會計期間的業績公佈）規定之一切所需資料以備刊載於聯交所之網址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聰德

香港，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王聰德先生、龔漢兵先生、鄧文雲先生及謝錦輝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陳潮先生及王文俊先生，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精先生、廖醒標先生及莊嘉俐小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