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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廈置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78）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之中期業績

華廈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與聯營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二 5,421,907 2,843,667

銷售成本 (187,409) (241,438)

毛利 5,234,498 2,602,229

其他收益 299,052 708,410

投資物業之重估增值 1,950,000 –

一般及行政費用 (2,337,267) (2,372,271)

其他淨經營收入 2,631,183 989,260

經營溢利 三 7,777,466 1,927,62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包括投資物業
之重估增值減去相關稅項
港幣8,353,125元（二零零四年：無）） 14,577,848 7,18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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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22,355,314 9,115,750

稅項 四 (458,549) (118,13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1,896,765 8,997,617

每股盈利 五 18.10仙 7.44仙

股息 六 – –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8,100,000 26,150,000
聯營公司 287,521,286 281,244,43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50,448 –
長期投資 – 250,448
遞延稅項資產 175,947 171,489

316,047,681 307,816,375
------------------- -------------------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 6,225,024 6,250,498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七 2,440,854 3,481,398
可退回稅項 – 9,521
短期投資 八 131,562,916 130,010,613
現金及銀行結存 107,383,422 97,473,287

247,612,216 237,225,317
------------------- -------------------

資產總值 563,659,897 545,04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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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78,624,000 78,624,000
儲備 476,066,859 459,008,494

權益總值 554,690,859 537,632,49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990,400 3,649,150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九 2,137,948 1,599,511
欠有關連公司款項 2,715,178 2,135,089
應付稅項 125,512 25,448

4,978,638 3,760,048
------------------- -------------------

負債總值 8,969,038 7,409,198

權益及負債總值 563,659,897 545,041,692

流動資產淨額 242,633,578 233,465,2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58,681,259 541,281,644

中期賬目附註

一、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此中期賬目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賬目一併閱讀。

除本集團按其採納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而改
變了其若干會計政策外，編製此中期賬目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賬目所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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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期賬目已根據該等於編製此資料時已頒布及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而
編製。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包括該等
將可按選擇適用的準則及詮釋）於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時尚未確定。

(b) 會計政策之變動

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納以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
準則均與其業務有關。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按照有關規定作出所需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變動及錯誤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溢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4號 租賃－決定香港土地租賃年期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5號 經營租約－獎勵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的不可折舊資產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8、10、21、24、27、33、3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4及15
號並無令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且並無對賬目造成重大影響，惟須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及24號規定修改若干呈報方式及披露資料。

(i)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後，導致會計政策出現變動。租賃土地從待出售物業
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為取得租賃土地之預付款項按直線法於租賃期內攤銷
並計入損益表內，倘若發生減值，則減值亦計入損益表內。而在以前年度，租賃
土地乃按成本計入待出售物業內。

(ii)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號令有關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
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分類的會計政策出現變動。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前，本集團根據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賬目附註二（e）所載會計政策，將其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外之證券
投資分類為持至到期日之投資、證券投資及其他投資。

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將其投資分類為下列類別：持至到期日之投
資、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賬款，以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分類視乎購入投資的目的而定。管理層會於初始時確認
決定其投資分類及於每個報告日期重新評估此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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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乃指付款金額固定或可以確定，有固定到期日且本集
團管理層有明確意向及能力持有至到期日之非衍生工具財務資產。倘此
類別的資產於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則分類為流動資產。

(b)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
此類別分為兩個細類別：持作買賣的金融資產及最初已指定須按公允價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倘購入的金融資產其主要目的
為在短期內出售或按管理層指定其主要目的為在短期內出售，則撥歸此
類別。倘此類別的資產乃持作買賣或預期將於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變
現，則分類為流動資產。

(c) 貸款及應收賬款
貸款及應收賬款為非衍生工具金融資產，具有固定或可於交投活躍的市
場上掛牌而決定金額，於本集團直接向債務人提供金錢、貨物或服務且
無意買賣應收賬款時產生。倘若到期日為結算日起計逾十二個月者，此
等貸款及應收賬款列作非流動資產，否則，此等貸款及應收賬款分類為
流動資產。

(d)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為非衍生工具金融資產，且被指定為此類別或並無
分類歸入任何其他類別。除非管理層有意於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出售
的投資外，此等資產包括於非流動資產內。

投資買賣於交易日（即本集團承諾購買或出售資產當日）確認。就該等並非按
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或負債而言，投資初始以公允
價值加交易成本確認。投資須於從投資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屆滿或本集團實
質上轉移所有權的一切風險及回報後剔除確認。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及按公
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允價值入賬。貸款及應
收賬款以及持有至到期日之投資以實際利率法按已攤銷成本入賬。「按公允價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類別的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已變
現及未變現收益及虧損於產生期間計入損益表。分類為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的非貨幣性證券的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未變現收益及虧損於股東權益中確認。
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證券出售或出現減值時，累計公允價值調整以投資證券的
收益或虧損包括在損益表中。

有牌價投資公允價值按現行買入價釐定。倘金融資產之市場交投不活躍（或其
為非上市證券），則本集團採用估值方法確定其公允價值。估值方法包括使用
最近按公允基準進行的交易、參考其他大致相同工具、現金流量貼現分析及期
權定價模式並作出適當調整以反映發行者的具體情況。

本集團於每個結算日評估是否有客觀憑證顯示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已經出現
減值。就被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股本證券而言，會以其公允價值出現顯著或持續
下跌至低於其成本之情況作為釐定證券是否出現減值。倘可供出售的金融資
產存在任何上述憑證，則累計虧損（按收購成本與當時公允價值的差額減該金
融資產之前於損益表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計算）從股東權益中扣除，並於損益
表中確認。於損益表確認之股本工具減值虧損不會從損益表中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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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應收賬款初步按公允價值確認，其後則採用實際利率法按已攤銷成本
減減值撥備計算。倘有客觀憑證顯示本集團將不能按應收賬款的原訂條款收
回所有到期款項，則會對貸款及應收賬款作出減值撥備。撥備的數額為資產賬
面值與按實際利率貼現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撥備的數額於
損益表中確認。

(iii)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導致會計政策有變，其中公允價值之變動於損益表
入賬。本集團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就投資物業採納下列政策。

持作長期租金收益或／及資本增值此兩種用途而並非本集團旗下公司佔用的
物業分類為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包括以經營租約持有的土地及以財務租約持有的樓宇。

倘符合投資物業的餘下定義，則以經營租約持有的土地會被分類為並入賬列
作投資物業。經營租約乃猶如其為財務租約入賬。

投資物業以成本並包括相關交易成本計算。

初始確認後，投資物業按公允價值列賬。公允價值乃按交投活躍市場的價格計
算，並於必要時就特定資產的性質、位置或狀況作出調整、倘並無有關資料，則
會使用其他估值法，如交投較淡靜市場的最新價格或貼現現金流量預測等。此
等估值最少每年由外聘估值師進行。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反映（其中包括）現有租約的租金收入及有關在現行市況
下對未來租約的租金收入作出的假設。

同樣地，公允價值亦反映任何有關物業可預期出現的現金流出。現金部分流出
確認為負債（包括有關分類為投資物業的土地的財務租約負債）；其他（包括或
然租金付款）則不會於賬目確認。

其後開支僅於當與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可能會流入本集團，且其成本能
夠可靠地計量，方會增加資產的賬面值。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成本於產生的財
政期間自損益表扣除。

公允價值之變動於損益表中確認。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40號，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由忠
誠測量行有限公司根據公開市值基礎進行專業估值。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並沒有作出上述估值。

(iv)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導致計算有關投資物業重估所產生遞延稅項
負債之會計政策有變，該等遞延稅項負債按透過使用而收回該資產賬面值所
產生稅務後果計算。於以往年度，該資產之賬面值預期透過銷售收回。

所有此等會計政策變動乃根據有關準則之過渡條文作出。本集團採納之所有準則規
定或容許追溯應用，惟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 號並不允許追溯應用。本集團就二零
零四年比較資料之證券投資採用以往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證
券投資的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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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摘要

(i) 綜合收益表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第1號 第17號 第40號 詮釋第21號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增加／ (減少 )於：

經營溢利 – (25,474) 1,950,000 – 1,924,5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46,376) (254,216) 10,125,000 (1,771,875) 6,852,533

除稅前溢利 (1,246,376) (279,690) 12,075,000 (1,771,875) 8,777,059

稅項 (1,246,376) (4,458) – 341,250 (909,584)

期內溢利 – (275,232) 12,075,000 (2,113,125) 9,686,643

每股盈利（仙） – (0.23) 9.98 (1.75) 8.00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減少於：

經營溢利 – (25,474) – – (25,47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13,654) (254,216) – – (1,167,870)

除稅前溢利 (913,654) (279,690) – – (1,193,344)

稅項 (913,654) (4,458) – – (918,112)

期內溢利 – (275,232) – – (275,232)

每股盈利（仙） – (0.23) – –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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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綜合資產負債表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 香港 香港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第17號 第40號 詮釋第21號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增加／ (減少 )於：

資產
投資物業 – 1,950,000 – 1,950,000
聯營公司 (6,093,102) 10,125,000 (9,785,551) (5,753,653)
遞延稅項資產 175,947 – – 175,947
待出售物業 (1,005,410) – – (1,005,410)

資產總值 (6,922,565) 12,075,000 (9,785,551) (4,633,116)

權益
保留溢利 (6,922,565) 77,568,002 (13,775,951 ) 56,869,486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65,493,002) – (65,493,002)

權益總值 (6,922,565) 12,075,000 (13,775,951 ) (8,623,516)

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 3,990,400 3,990,400

負債總值 – – 3,990,400 3,990,400

權益及負債總值 (6,922,565) 12,075,000 (9,785,551) (4,63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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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增加／ (減少 )於：

資產
聯營公司 (5,838,886) – (8,013,676) (13,852,562)
遞延稅項資產 171,489 – – 171,489
待出售物業 (979,936 ) – – (979,936)

(6,647,333) – (8,013,676) (14,661,009)

權益
保留溢利 (6,647,333) 65,493,002 (11,662,826) 47,182,843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 (65,493,002) – (65,493,002)

權益總值 (6,647,333) – (11,662,826) (18,310,159)

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 3,649,150 3,649,150

負債總值 – – 3,649,150 3,649,150

權益及負債總值 (6,647,333) – (8,013,676) (14,661,009)

二、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一些與投資控股、物業發展及投資、物業管理及建築承辦之有關業務，此
外，並沒有其他重大獨立分部之業務。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報告及經營業務，主要報告以
業務分部呈列，而地區劃分為次要分部。本集團所有經營業務均在香港進行。

期內已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租金收入 1,842,859 1,812,300
管理費收入 627,693 873,414
利息收入 2,951,355 157,953

5,421,907 2,84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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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經營兩項主要業務分部：

物業 － 物業投資、發展及管理和建築承辦
投資 － 投資及企業服務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 投資 本集團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395,552 3,026,355 5,421,907

分部業績 3,536,116 4,241,350 7,777,46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577,848 – 14,577,848

除稅前溢利 22,355,314
稅項 (458,549)

期內溢利 21,896,765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重列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 投資 本集團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390,714 452,953 2,843,667

分部業績 1,517,016 410,612 1,927,62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188,122 – 7,188,122

除稅前溢利 9,115,750
稅項 (118,133)

期內溢利 8,99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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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 投資 本集團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324,006,282 132,270,193 456,276,475

共同資產 107,383,422

資產總值 563,659,897

分部負債 8,653,890 189,636 8,843,526

共同負債 125,512

負債總值 8,969,038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重列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 投資 本集團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317,199,306 130,359,578 447,558,884

共同資產 97,482,808

資產總值 545,041,692

分部負債 7,234,795 148,955 7,383,750

共同負債 25,448

負債總值 7,40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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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

短期投資之未變現利潤淨額 2,346,413 1,259,632
上市投資及非上市投資基金之股息收入 290,143 649,894
出售短期投資利潤 289,474 –

並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672,849 1,591,138
出售短期投資虧損 – 270,372
待出售物業之租賃土地之攤銷 25,474 25,474

四、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 （二零零四年：17.5%）提撥準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121,757 122,591
遞延稅項 336,792 (4,458)

458,549 118,133

損益表內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稅項港幣2,964,326元（二零零四年：港幣859,730元）。

五、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21,896,765元（二零零四年：港幣8,997,617元）及期內
已發行之120,960,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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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五年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4仙
（二零零四年 :港幣3仙） 4,838,400 3,628,800
二零零四年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3仙 – 3,628,800

4,838,400 7,257,600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 無）。

七、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應收業務賬款
少於六十日 133,730 341,567
多於六十日 46,254 4,754

179,984 346,321
其他應收賬款 2,219,452 3,000,323
預付款及水電按金 41,418 134,754

2,440,854 3,481,398

應收業務賬款乃應收租金，該等租金一般須於每次租期開始發出付款通知時支付。

八、 短期投資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持至到期日之非上市證券 104,299,832 105,134,31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
上市股份－香港 16,144,854 12,815,023
上市股份－海外 4,276,285 4,604,565
非上市有牌價投資基金 6,841,945 7,456,714

131,562,916 130,0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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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應付業務賬款
少於九十日 15,680 35,533
多於九十日 10 10

15,690 35,543
其他應付賬款 1,008,771 604,063
已收租金及水電按金 598,491 739,595
應計費用 514,996 220,310

2,137,948 1,599,511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在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之中期賬目時，本公司採納了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
零四年之有關比較數字亦因此作出重列。本集團採納該等新財務報告準則後之影響
概述於中期賬目附註（一）內。於回顧期內所採納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單
是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已為本集團利潤帶來港幣1,210萬元之增幅。在採納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本集團於期內之利潤總共有港幣970萬元之遞增。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
2,190萬元，較二零零四年同期所錄得之港幣900萬元（經重列）上升約百分之一百四
十三點四。撇除上述因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帶來之影響，本集團之利潤亦較去
年同期增加了港幣290萬元。此顯著之改善皆因利率趨升而帶來利息收入增加及投資
業務獲得佳績所致。利息收入及投資業務之利潤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280萬元及
160萬元。但是，於回顧期內並沒有任何投資物業銷售，這對本集團之淨利潤帶來了不
利影響，而去年同期本集團所佔已出售物業利潤為港幣2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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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物業投資、發展、管理及建築承辦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經營與物業有關之業務，而租賃業務亦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
定的收入。撇除因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獲得之利潤升幅外，淨利潤仍能維持在
去年同期之相約水平。

在租賃業務上，租金收入錄得約百分之一點七的輕微改善。經濟自二零零四年起持續
復甦，物業之租金收入及租用率皆見改善。預期此等有利之市場因素均能繼續為本集
團利潤帶來正面影響。

相比去年，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沒有出售任何投資物業，故此亦沒有錄得任何應佔銷
售收入。本集團之利潤因而受累於此而減少約港幣210萬元。本集團自本回顧期後，並
沒有購入或出售任何物業。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物業管理業務及建築承辦業務之表現與二零零四年相約。營業
額及經營業績均與去年同期處於相約水平。

投資及企業服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投資業務表現遠較去年同期優勝。主要受惠於利息收入之增加及
投資活動所帶來之佳績。

本集團沒有任何負債，故此自二零零四年初始之普遍利息趨升，對本集團只有利息收
入增加之正面影響。本集團之利潤因而得以遞升。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利息收入增加
了港幣280萬元。

正面之市場氣氛自上一個公布日期起至本回顧期內仍能得以維持。本集團之投資組
合價值錄得港幣110萬元之進一步升幅，而去年同期卻錄得港幣340萬元之跌幅。再者，
本集團因出售短期投資而錄得約港幣30萬元之淨利潤，而去年同期卻錄得港幣30萬
元之虧損。

其他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外，各董事概不知悉已刊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內有關本集團表現及有關其業績及財政狀況資料有任何其他重大之轉變。

展望

預計香港經濟仍能維持穩步增長。各行各業例如零售、旅遊及服務性行業之業務皆見
改善。最近，通縮期已宣告結束，而普遍經濟擴張亦締造了就業機會，致使失業率亦漸
見回落。迪士尼樂園開幕後更為本港經濟復甦增添動力。凡此種種，預期物業租金及
租用率將因而獲得提升，本集團與物業有關的業務也將會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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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美國利率趨升的情況將會於二零零六年首半年停止，惟本地物業市場在按揭供
款額大幅增加下，亦難免要步入整固期。物業價格及租金均無可避免地要作出調整。
持續高企的原油價格對全球營商環境以至整體經濟增長已帶來不利影響。再者於十
二月中旬在香港舉行之世貿會議可能無法達成任何協議。禽流感於區內進一步擴散
之憂慮亦已削弱市場投資情緒。我們關注上述不利的訊息，將會繼續持審慎之財務管
理態度及密切留意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同時亦秉承為股東帶來滿意回報之宗旨。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現時沒有任何負債，其營運開支皆由內部資金支付。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港幣1億738萬元。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有足夠之財務
資源應付其營運開支。 本集團並沒有重大匯率波動風險及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本集團共有少於二十名僱員，他們的酬金均維持於具競爭性水平。 僱員薪酬乃按其
個人表現並參照市場趨勢而釐定。 另外，酌情花紅亦按本集團之業績及個別表現而
給予合資格之僱員。其他福利包括教育津貼、醫療及退休福利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則除外：－

1. 按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
同時兼任。鍾棋偉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而本公司並沒有設置行政總裁一
職。行政總裁之角色乃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在董事會主席之引領下，按各人
清楚劃分之職責來承擔。董事會認為此安排讓各位擁有不同專長的執行董事共
同決策，以及能確保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取得平衡。故此，
董事會相信此架構能使本集團可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並有利於本集
團之業務前景。

2.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可膺選連任。
本公司所有五位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按本公司章程細則第103(A)條
之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致使他們每一位須最少每三
年退任一次。

薪酬委員會

為符合守則條文第B.1.1條，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在
其書面職權範圍內清楚說明委員會的權限及職責。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蘇洪亮先生（主席），林漢強先生及陳煥江先生以及兩名非執行董事，即何約翰
先生及伍國棟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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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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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內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
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規定之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亦已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一日遵照上市規則作出修訂及被採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林漢強先生（主席），陳煥江先生及蘇洪亮先生以及兩名非執行董事，即何約翰先生
及伍國棟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他們對於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並無異意。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
司之股份。

於聯交所之網頁上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列上市規則附錄16所要求
之所有資料，並將在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站刊載。

董事

於本公布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鍾棋偉先生、鍾仁偉先生及鍾英偉先生等三名執行董
事，何約翰先生及伍國棟先生等兩名非執行董事，以及林漢強先生、陳煥江先生及蘇
洪亮先生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朱永民
謹啟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