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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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Gamma Group Limited
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中國伽碼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
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4,540 786

銷售成本  (2,132) (262)
   

毛利  2,408 52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1,570 3,205

物業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6 1,084 5,300

其他收入  259 5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
 （虧損）╱收益淨額  (6,931) 30,277

行政費用  (23,787) (4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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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虧損 3 (25,397) (224)

融資成本  (192) (870)
   

除稅前虧損  (25,589) (1,094)

稅項 4 (307) (1,060)
   

本期間虧損  (25,896) (2,15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236) (2,154)

非控股權益  (660) –
   

  (25,896) (2,154)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基本虧損 5 (0.88)仙 (0.0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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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25,896) (2,15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795 28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4,101) (2,12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441) (2,126)

 非控股權益 (660)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4,101)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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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60 22,770
投資物業 6 52,778 50,967
土地使用權  12,118 12,136
商譽  23,592 23,592
   

  113,548 109,465
   

流動資產
存貨  307 375
發展中物業  40,830 40,11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7 11,715 12,00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 6,613 7,679
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13,359 7,218
   

  72,824 67,39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9 62,468 34,973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 18,985
計息銀行借貸  2,314 7,393
   

  64,782 61,351
   

流動資產淨值  8,042 6,039
   

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  121,590 115,504
   

非流動負債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9,675 –
計息銀行借貸  9,259 –
遞延稅項  6,731 6,347
   

  35,665 6,347
   

資產淨值  85,925 109,15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28,677 28,677
股份溢價  591,839 591,839
其他儲備  785,078 785,140
累計虧損  (1,325,624) (1,303,114)
   

  79,970 102,542

非控股權益  5,955 6,615
   

權益總額  85,925 10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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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用
者貫徹一致。

在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增及修訂準則、修訂本及
詮釋，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財政年度開始時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條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有作出售及已停止營運
 （包括在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之非流動資產－計劃出售附屬公司控股權益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經於二零零九年 租賃－釐定有關香港土地租約租期之長短
 十二月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

本集團從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生效起往後應用該準則，其中指出，利潤或虧損及其
他全面收益的每一部份，均屬於母公司之擁有者及非控股權益。總全面收益是屬於母公司
之擁有者及非控股權益，即使這會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赤字結餘。採用了此修訂之準則，
對於截至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影響，乃將本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之
虧損約695,000港元歸屬於其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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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其他新頒佈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所呈列及
編製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報告分部，包括伽瑪射線照射服務、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
裝修服務及證券買賣及投資。

以下呈列按業務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及分部業績：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材料
 伽瑪射線 物業發展、 貿易及提供 證券買賣
 照射服務 租賃及銷售 裝修服務 及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營業額 3,236 827 477 – 4,540
     

分部業績 211 (1,609) (899) (5,296) (7,593)
    

未分配其他營運收入     120

未分配公司開支     (17,924)
     

營運虧損     (25,397)

融資成本     (192)
     

除稅前虧損     (25,589)

稅項     (307)
     

除非控股權益前虧損     (25,896)
     



7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材料
 物業發展、 貿易及提供 證券買賣
 租賃及銷售 裝修服務 及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營業額 522 264 – 786
    

分部業績 (12,209) (734) 33,220 20,277
   

未分配其他營運收入    120

未分配公司開支    (20,621)
    

營運虧損    (224)

融資成本    (870)
    

除稅前虧損    (1,094)

稅項    (1,060)
    

除非控股權益前虧損    (2,154)
    

上文所呈報之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本期間並無內部銷售（二零零九年：無）。

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重大行政費用（包括董事薪金、投資及其他收入、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
支）前，由各分部所賺取或產生之溢利（虧損）。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
評估分部表現之方法。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93,000港元及512,000港元之收益分別來自伽瑪射
線照射服務分部之兩位個別客戶，兩者皆佔逾本集團期間總收益之10%或以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任何單一外部客戶之交易收益並沒佔逾本集團
總收益之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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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虧損

營運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226 –

銷售成本
 －鈷源之折舊 1,066 –

 －已售存貨成本 76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4 –

 －直接成本及營運開支 102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40 2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 –

利息收入 (5) (43)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18) –
  

4.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分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
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營
運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金額表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海外稅項
 －期間撥備 33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274 1,060
  

所得稅開支 307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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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虧損約
25,2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5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
平均數2,867,681,490股（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經重列：2,714,378,765股）計算。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所有股東批准發行紅股，
基準為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獲配發四股入賬列為繳足之紅股。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
2,250,545,192股股份根據紅股發行而獲發行。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數目已作出調整並經重列，
以反映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所發行之紅股。

6. 投資物業

經獨立專業估值師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市值法進行重估，
投資物業約1,084,000港元之公平值收益（二零零九年：5,300,000港元）已計入本期間之收益
表內。

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3,510 3,246

減：呆賬撥備 2,901 2,901
  

應收貿易賬項淨值 609 345

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1,106 11,663
  

 11,715 12,008
  

上述所有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預計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認為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之賬面值與彼等之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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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介乎60日至9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額
之應收貿易賬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65 252

31至90日 303 46

91日至365日 141 47
  

 609 345
  

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股本證券－香港 6,610 7,677

股本證券－海外 3 2
  

上市證券市值 6,613 7,679
  

9.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188 18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62,280 34,788
  

 62,468 34,973
  

所有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預計於一年內支付或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付還。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之賬面值與彼等之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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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 7

31至90日 6 3

超過90日 179 175
  

 188 185
  

10.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5,000,00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2,867,681,490 28,677
  

1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12.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7,894 –
  

於兩個結算日，本公司均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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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期內根據就寫字樓物業訂立之經營租約作出最低租約付款約為2,478,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2,116,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須按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承擔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租約屆滿年期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885 3,148

兩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235 926
  

 3,120 4,074
  

經營租約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若干寫字樓物業及倉庫之應付租金。租約平均協定為兩至三年。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期間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如下：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費用、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1,469 3,044

退休計劃供款 6 6
  

 1,475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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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上次中期報告期間」）的786,000港元增加478%至4,540,000港元。來自營運
虧損為25,397,000港元，上次中期報告期間為224,000港元。本期間融資成本由上
次中期報告期間的870,000港元減少至192,000港元。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淨額錄得25,236,000港元，上次中期報告期間則為2,154,000港元。虧損淨額增
加主要由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錄得6,931,000港元淨兌現虧損，本集團並無涉及
衍生金融工具如股票或外滙累計期權之買賣。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為186,372,000

港元及85,925,000港元。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任何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伽瑪射線照射服務、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建築材料貿易及提
供裝修服務、以及證券買賣及投資。

伽瑪射線照射服務

伽瑪射線照射服務在發展的初期階段，並處於業務發展的良好軌道之中。本期間
錄得營業額3,236,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71.3%。期內錄得分部溢利211,000

港元。

本期間內，中國山東淄博之伽瑪射線照射中心之客戶範圍由醫療及健康產品製造
商、製藥公司、預先包裝食品，急凍食品及食品製造商及至寵物食品製造商。我
們將會繼續擴闊我們的客戶基礎，以及把業務覆蓋面伸延至中國不同的主要城市。

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

本期間來自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之營業額為827,000港元，較上次中期報告期間
的522,000港元增加58.4%，分部虧損由上次中期報告期間的12,209,000港元下跌至
1,60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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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月，本集團公布可能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北京巨鼎源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北京巨鼎源」）90%股權及北京巨鼎源及其附屬公司所有尚未償還股東貸款
及其他款項，總代價人民幣38,000,000元（相等於約44,207,000港元）。北京巨鼎源
主要及唯一參與北京市懷柔區懷柔鎮楊家園村的一級開發項目。該可能出售事項
將於買方存入代價人民幣38,000,000元之全部款項在中國境內銀行開設之託管賬
戶後才方為生效。該可能出售事項在本公布日尚未生效，以及或會或不會繼續進行。

再者，本集團在中國重慶市渝北區紅棉大道500號鳳凰城三期擁有一塊約5,800平
方米，主要用作興建面積約35,000平方米住宅之土地全部權益。該項目指定發展
住宅物業連相關商業店舖、休憇設施及大量車位，已在初步發展階段及預期可於
二零一二年完成。本集團之物業投資還包括位於同一地點之第一期及第二期之店
舖及大量車位。視乎市場環境，雖然本集團仍然保持發展重慶市渝北區住宅項目
之計劃，但如果任何良好機會出現，我們不排除出售現有住宅項目之可能性。

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

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之營運環境於回顧期間仍然呆滯，分部之營業額由
上次中期報告期間的264,000港元增加80.7%至477,000港元。分部虧損為899,000港
元，上次中期報告期間為734,000港元虧損，分部虧損之增加主要由於銷售成本增
加所致。

證券買賣及投資

在一些歐洲國家的金融危機徵兆，美國經濟復甦疲弱以及中國政府在房地產市
場及貨幣體系採取不同的緊縮政策下，全球股票市場仍然波動不安。於中期報告
期間，整體股票市場氣氛薄弱。由於持作買賣之證券出現變現虧損，分部虧損為
5,296,000港元，而上次中期報告期間則有33,220,000港元收益。

前景

中國山東淄博之伽瑪射線照射業務在今年上半年度中處於正確之軌道中運作，我
們相信在短期將來會有更佳的表現。目前，本集團正積極探索商機以強化其處於
之伽瑪射線照射市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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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將繼續謹慎地、積極地識別及捕捉巨大發展潛力之潛在項目以擴闊
本集團收益基礎，並提昇股東之價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 本集團增加3,49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擴充營運。

資本投資及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為7,894,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13,359,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218,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增加主要因為期內
之銀行借貸增加。短期及長期銀行借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分別為2,314,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393,000港元）及9,25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相對權
益總額之比率）為13.5%（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8%）。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
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10%改善至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的112%。

利用可獲得之財務資源, 本集團具有充裕營運資本以應付其現時所需。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及若干物業、廠房和設備賬面值
約20,43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已抵押予一銀行以取得其授予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867,681,490股。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之股本架構並無變動。

重大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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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Silver Wind International Limited（「SilverWind」）（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Stronway Development Limited（「StronwayDevelopment 」）
訂立有條件協議（「收購協議」），據此，Silver Wind同意向Stronway Development

收購凱成亞太投資有限公司（「凱成亞太」）之全部股權。根據有關安排，凱成亞太
將會收購北京建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建興」）之全部股權，連同建興在北京
名為「新星花園」的獨立別墅發展項目。收購之總代價為現金人民幣433,000,000

元及轉讓兩座別墅。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Silver Wind根據收購協議向Stronway 

Development支付人民幣20,000,000元作為按金（「該按金」）。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之通函內。

在二零零八年四月，鑑於（其中包括）收購協議之主體事項已告觸礁的理由，
Silver Wind決定終止收購協議，並通過其法律代表向Stronway Development發出終
止通知。另外，為了維護Silver Wind之利益並向Stronway Development追討（其中包
括）該按金，其亦已就此事項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對Stronway 

Development展開法律程序。

於本公布日期，針對Stronway Development的法律程序仍然待決，且並無重大發展。

匯率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以港元及人民幣為結算單位。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遠期合約以
對沖匯率波動。本集團認為於一般業務過程中產生之外匯風險甚微，管理層將密
切監察貨幣波動狀況，並於匯率出現波動時採取合適行動。

於利率風險方面，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利率風險，原因為本集團之借貸及利率現
時維持於低水平。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59名僱員。本集團一般根據市況及個別
員工表現釐定薪酬待遇。本集團定期根據表現評估及其他有關因素檢討薪金。本
集團之員工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住院治療計劃、強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乃根據中國僱員所在地方之現行市況釐定彼等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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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
九年：無）。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應當獨立，且不應由同一名人士擔任。

現時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懸空。然而，主席及行政總裁之主要職務及職責
目前由獨立人士履行，並已書面訂明分工指引，以有效地分開董事會管理職能與
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之日常管理職能。

本公司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成效，並於本集團內外物色到具備合適
領導才能、知識、技術和資歷之人選時，考慮任命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除黃海權
先生外，本公司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彼等之任期將直至彼等
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為止。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
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較守則所訂定者寬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
控及有關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之財
務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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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中期業績公布及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布分別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finance.thestandard. 

com.hk/chi/0164chinagamma)。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並同時
上載於以上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何志豪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六位董事，其中一名執行董事為何志豪先生；
兩名非執行董事：馬國雄先生及鄒小岳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海權先生、
陳志遠先生及孔慶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