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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CAPITAL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御 泰 金 融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5）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宣佈

財務業績

御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其附屬公司

及共同控制實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零六年相應時期可比較數據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34,652 173,883

其他收入 5,561 5,503

其他收益淨額 23,180 15,413

收回壞賬淨額 2,208 3,014

呆壞賬減值撥回淨額 16,840 2,182

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63,998 –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6,899) –

所耗原材料 (119,167) (56,005)

軟件開發之外包成本 (13,333) –

上市證券交易成本 (22,142) (12,544)

佣金開支 (9,978) (3,057)

研發及開發成本 (3,921) (2,968)

折舊及攤銷開支 (19,241) (6,309)

僱員成本 (60,410) (24,617)

其他經營開支 (68,832) (35,60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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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222,516 58,893

融資成本 (2,506) (17,260)

除稅前溢利 220,010 41,633

稅項 5 (26,369) (11,001)

本年度溢利 193,641 30,63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6,688 11,170

少數股東權益 56,953 19,462

193,641 30,632

每股盈利 7

－基本 2.19仙 0.26仙

－攤薄 2.17仙 0.25仙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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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9,445 43,139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約付款 4,910 5,982

投資物業 49,034 –

商譽 595,357 384,095

無形資產 95,638 11,945

購入租賃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之訂金 – 23,500

法定按金 2,178 2,132

遞延稅項資產 2,111 3,715

其他應收款項 8 168,62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07,293 474,508

流動資產

存貨 51,615 53,56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824,554 429,784

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30,072 20,288

應退利得稅 2,698 3,181

現金及銀行結餘 689,342 164,867

流動資產總值 1,598,281 671,689

總資產 2,605,574 1,146,197

股東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1,380 59,170

儲備 2,242,586 752,262

2,313,966 811,432

少數股東權益 127,437 118,612

權益總額 2,441,403 93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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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675 12,777

遞延稅項負債 17,408 6,374

非流動負債總值 30,083 19,15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25,546 67,642

銀行貸款 1,381 125,667

流動稅項負債 7,161 3,693

流動負債總值 134,088 197,002

總負債 164,171 216,153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2,605,574 1,146,197

流動資產淨值 1,464,193 474,6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71,486 949,195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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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本

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及詮釋於本集團

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

本財務報表中就所呈列年度採用之會計政策並無因此等發展而出現重大變動。然而，因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呈列財務報告：資本披露」之修訂，以

下提供若干額外披露資料：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報表包括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重要性及來自該等工具的性

質和風險程度的披露，較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列報」披露的資料詳盡。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提出額外披露規定，須提供有關資本水平與本集團及本公司管理資

本的目標、政策及程序的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均並無對財務報表內確認的金額的分類、

確認及計量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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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利息收入、買賣上市證券及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20,812 7,827

來自以下各項之利息收入：

－銀行 1,570 709

－孖展客戶 7,388 10,223

－應收貸款 9,481 10,943

買賣上市證券收入 21,991 29,138

提供彩票機及相關服務收入 373,410 115,043

434,652 173,883

4. 業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分為以下四個主要營業分部，分別為：

i) 金融服務

ii) 貸款

iii) 投資買賣及控股

iv) 彩票業務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金融及營業活動，主要分部呈報乃按業務分部劃分，次要分部呈報則按地區分部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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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負債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

業績如下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彩票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9,770 9,481 21,991 373,410 434,652

分部業績 (646) 11,864 1,441 243,380 256,039

未分類開支淨額 (36,029)

除稅前溢利 220,010

稅項 (26,369)

本年度溢利 193,641

資產

分部資產 74,231 316,092 30,033 1,692,892 2,113,248

未分類資產 492,326

資產總值 2,605,574

負債

分部負債 52,175 – – 109,661 161,836

未分類負債 2,335

負債總值 164,171



8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負債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

業績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投資買賣

金融服務 貸款 及控股 彩票業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107 10,943 29,790 115,043 173,883

分部業績 1,065 (9,738) 21,097 39,676 52,100

未分類開支淨額 (10,467)

除稅前溢利 41,633

稅項 (11,001)

本年度溢利 30,632

資產

分部資產 50,900 248,420 164,635 679,451 1,143,406

未分類資產 2,791

資產總值 1,146,197

負債

分部負債 30,530 418 – 181,260 212,208

未分類負債 3,945

負債總值 21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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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業務分部於兩個主要地區營業。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

及除稅前

溢利／

營業額 （虧損） 資產總值 負債總值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1,242 (23,352) 913,787 54,501 163

中國 373,410 243,362 1,691,787 109,670 438,130

434,652 220,010 2,605,574 164,171 438,293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分部業績及

營業額 除稅前溢利 資產總值 負債總值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8,840 1,957 466,746 34,893 122

中國 115,043 39,676 679,451 181,260 392,737

173,883 41,633 1,146,197 216,153 39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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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零七年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17.5%（二零零六年：無）計算。海外利得稅則

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本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其中一家於中國的彩票業務共同控制實體北京戈德利邦科技有限公司，合資格獲得申請稅

務寬免及優惠，由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五年起獲得三年稅項豁免，由二零零六年開始其後三年按適用

稅率減半繳稅。此共同控制實體於年內之適用所得稅率為7.5%（二零零六年：7.5%）。由於本集團彩

票業務之其餘附屬公司之免稅期及優惠期（如有）已屆滿，因此彼等本年度之適用所得稅稅率為介

乎15%至33%（二零零六年：15%）。

綜合收益表內扣除之稅項包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6 –

－中國所得稅 14,917 3,726

15,193 3,726

遞延稅項：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

差異之遞延稅項 11,176 7,275

稅項支出 26,369 11,001

6.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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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36,688 11,17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6,231,200 4,381,073

每股基本盈利 2.19仙 0.26仙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年度溢利除以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份加權平均及假設於年內因假定行使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份加權平

均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本年度溢利，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千港元） 136,688 11,170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231,200 4,381,073

假設於年內因假定行使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無償

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2,671 131,923

6,313,871 4,512,996

每股攤薄盈利 2.17仙 0.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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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投資訂金 168,620 –

流動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孖展客戶賬項淨額 9,342 3,611

應收其他客戶賬項淨額 1,510 9,926

應收經紀賬項 17,378 5,431

應收結算所賬項 – 1,358

應收貸款淨額 283,219 214,713

應收貸款利息淨額 12,211 6,709

其他應收貿易賬款 168,583 81,353

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332,311 106,683

824,554 429,784

993,174 429,784

投資訂金指增加於附屬公司權益之已付金額，並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應收孖展客戶的賬款於要求時償還，利率按現有市場利率計算，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客戶證

券作為抵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約66,27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36,737,000港

元）。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孖展融資及經紀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不會增加價值，因此沒有披露應收

孖展客戶的賬款賬齡分析。

應收其他客戶和經紀賬款及應收結算所的賬項的結算條款為交易日後一至兩天或於需要時償還。

這些結餘的賬齡為30天內。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本集團一般授予其他應收貿易賬款最多60天之

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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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應收貸款利息及其他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378,905 245,837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85,108 56,938

464,013 302,775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應付孖展客戶賬項 4,365 7,303

應付其他客戶賬項 44,879 17,117

其他應付貿易賬項 54,804 16,8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1,498 26,333

125,546 67,642

應付孖展客戶款項及應付其他客戶款項乃按要求時償付，並以現行市場利率計息。

由於董事認為就孖展證券融資業務及經紀業務性質而言，賬齡分析意義不大，因此並無披露應付孖

展客戶款項及應付其他客戶款項之賬齡分析資料。

其他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預期於年內支付或被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時償付。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其他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或以下 42,509 9,625

一年或以下但三個月以上 12,295 7,264

54,804 1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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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福利彩票

就經營而言，自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進軍彩票市場起，其彩票市場之業務日益強化。

其附屬公司深圳市思樂數據技術有限公司（「思樂數據」）為中國福利彩票之電腦彩票系

統主要供應商。於二零零七年，其市場佔有率逾50%並覆蓋16個省份。為擴展參與彩票市

場，本集團於年內進一步收購思樂數據18.94%之權益至64.75%。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本集團訂立協議以進一步收購思樂數據20%之權益。

即開型彩票（「刮刮樂」）業務方面，本集團原先擁有70%之附屬公司北京戈德利邦科技

有限公司（「戈德利邦」）憑藉其專利2D條碼防偽技術，成為中國福利彩票市場之刮刮樂

系統及彩票獨家供應商，業務覆蓋中國23個省份。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本集團宣佈先收購戈德利邦餘下30%權益，其後將戈德利邦50%權

益售予於美國上市之世界知名即開型彩票系統供應商Scientific Games Corporation

（「Scientific Games」）。該項交易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完成，並錄得63,998,000港元之收

益。這夥伴關係讓本集團進入Scientific Games彩票資料庫及獲取其專業技術及專門知識，

有助把國際即開型彩票之開發、標準及技術引進方興未艾的中國刮刮樂市場。

體育彩票

另一間附屬公司深圳市金帆軟件技術有限公司（「金帆」）是少數獲得認可資格向中國體

育彩票提供彩票機的公司之一。其已取得中國4個省份之供應合約。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本集團訂立協議以進一步收購金帆26%之權益，此後控股權增至84%。本集團將繼續努

力進一步參與體育彩票市場。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彩票業務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溢利分別作出373,410,000

港元（二零零六年：115,043,000港元）及243,380,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39,676,000港元）

之重大貢獻。本集團相信，中國彩票業務擁有重大潛力，並將於來年繼續帶來業務增長

及吸引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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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業務

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於二零零七年輕微下降 13%至 9,48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10,943,000港元）。為實施一致的風險管理，本集團將為貸款業務繼續採納保守的融資政

策。

投資買賣及控股

二零零七年本地股市仍不穩定，分別於十月創下歷史新高及於第四季爆發美國次級按揭

貸款危機後大幅回落。本年度之營業額下降至21,99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9,790,000港

元）及分部溢利為1,44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1,097,000港元），包括證券之未變現溢利

為1,67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5,413,000港元）。

金融服務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地股票市場之營業額表現突出。本集團金融服務之營業額增加

至29,77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8,107,000港元）。然而，由於主要由租金及員工成本導

致經營成本上漲，此分部之表現受到不利影響，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錄得646,000港元之虧損（二零零六年： 溢利1,065,000港元）。

展望未來

鑑於二零零七年中國彩票市場之持續蓬勃增長，年度彩票銷售總額達人民幣1,000億元，

其中福利彩票及體育彩票分別佔62%及38%。本集團將致力投放資源為彩票市場提供全

面及專業之服務，並以鞏固在中國彩票市場建立之地位為目標。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本集團與Scientific Games組成策略聯盟以便進一步拓展中國彩票業

務之商機。雙方均會以其專業技術、專門知識、當地市場之認識及銷售渠道作出貢獻。

體育彩票方面，本集團已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主力發展及擴充本集團體育彩票於華東地

區（包括上海、江蘇及浙江）之分銷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收購廣州市樂得瑞科技有限公司（「廣州樂得瑞」）90%

之控股權以擴展其體育彩票市場覆蓋。廣州樂得瑞為少數獲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彩票管理

中心認可開發及生產體育彩票機的公司之一。於收購完成後，本集團之體育彩票市場覆

蓋預期將增至11個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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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434,65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173,883,000港元）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150%，上升主因是本集團之中國彩票業務營業

額達373,41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5,043,000港元）。

年內股東應佔溢利為136,68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17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2.19仙

（二零零六年： 0.26仙），每股全面攤薄盈利為2.17仙（二零零六年：0.25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總額為2,441,403,000港元，去年年底

則為930,044,000港元。權益淨額之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年內完成集資活動所致，包括

發行代價股份及配售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配售 648,000,000股股份而產生約

965,5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主要用作收購中國彩票業務之資金，以及強化本集團之

營運資金基礎。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儲備約689,342,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

164,867,000港元），包括存放於指定銀行獨立賬戶之客戶資金約31,539,000港元（二零零

六年：17,633,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為0.58%（二零零六年：14.89%）。負債比率為

將銀行貸款總額除以股東資金總額。本集團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資金比

率為1,192%（二零零六年：341%）。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為14,056,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

138,444,000港元）。銀行貸款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並以現行商業貸款利率計息。本集

團之投資物業已用作抵押該等銀行貸款。預期上述所有貸款將以內部資金償還。

連同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包括內部資金及可動用銀行信貸，本集團具備足夠營運

資金應付現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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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價值為49,034,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

以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之擔保。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

款123,304,000港元以及屬於客戶，總市值約21,871,000港元的上市投資，已抵押予銀行，

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之擔保。由於若干銀行貸款已於年內償還，故此，有抵押存款

之押記已解除。

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波動之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在一般業務過程中，外匯風險極

微，故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外匯波動。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匯波動，

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於利率風險方面，由於本集團借貸及現時利率維持於低水平，故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利

率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與佳樂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佳樂」）訂立一項購股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世聯集團有限公司（「世聯」）股本中1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

（相當於世聯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佳樂應收世聯之股東貸款，代價為119,487,500港元。

代價以現金支付其中12,825,000港元，而其餘106,662,500港元以按每股0.7港元之價格向

佳樂或其代名人發行本公司152,375,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之方式支付。世聯

間接持有思樂數據約9.62%之註冊資本。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二

十九日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完成。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與華通國際有限公司（「華通」）訂立一項購股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宏發企業有限公司（「宏發」）股本中1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相

當於宏發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華通應收宏發之股東貸款，代價為115,762,500港元。代

價以現金支付其中12,425,000港元，而其餘103,337,500港元以按每股0.7港元之價格向華

通或其代名人發行本公司147,625,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之方式支付。宏發間

接持有思樂數據約9.32%之註冊資本。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

九日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完成。

於完成上述收購事項後，連同本集團當時於思樂數據之現有權益計算，本集團間接持有

思樂數據約65%之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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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本公司一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Genius Nation Limited（「Genius

Nation」）與（其中包括）Cityhori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訂立股份轉讓合同 (「Gentleigh

股份轉讓合同」)，據此，Genius Nation同意收購間接持有戈德利邦30%權益之Gentleigh

International Limited（「Gentleigh」）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就收購事項應付之代價為相等

於人民幣120,000,000元之美元金額。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

日刊發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完成。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本公司、Genius Nation、Scientific Games Luxembourg Holdings

SARL （「Scientific Games Luxembourg」）及Scientific Games Corporation （「Scientific

Games」） 訂立買賣協議（「Happy Sun買賣協議」），據此，Scientific Games Luxembourg

同意收購，而Genius Nation同意出售Happy Sun Technologies Ltd（「Happy Sun」）股本中

之50%權益，代價為相等於人民幣210,000,000元之美元金額。緊接Happy Sun買賣協議完

成前，Happy Sun間接擁有戈德利邦之所有註冊資本之權益。有關出售之詳情載於本公

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刊發之通函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完成。

緊隨完成Gentleigh股份轉讓合同後，本集團間接擁有戈德利邦之所有註冊資本之權益。

於完成Happy Sun買賣協議後，戈德利邦成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Huge Top Enterprises Inc.

（「Huge Top」）與（其中包括）Giga Step Limited（「Giga Step」）訂立購股協議，據此，

Huge Top已同意收購Jertford Development Ltd（「Jertfor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Giga Step

應收Jertford之股東貸款。完成時Jertford將間接持有金帆註冊資本26%權益。就收購事項

應付之代價為75,000,000港元，須以現金支付。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佈內。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完成。完成該項收購後，

連同本集團當時於金帆之現有權益計算，本集團間接持有金帆84%之註冊資本。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Multi Glory Limited（「Multi

Glory」），與（其中包括）Billion Invest Limited（「Billion Invest」）訂立購股協議，據此，

Multi Glory已同意收購Top Manage Group Limited（「Top Manage」）之所有已發行股本

及Billion Invest應收Top Manage之股東貸款。Top Manage間接持有思樂數據20%之註冊

資本。就收購事項應付之代價為600,000,000港元，其中240,0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而其

餘360,000,000港元則由本公司按每股約1.4173港元之價格向Billion Invest或其代名人發

行254,000,000股普通股之方式支付。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刊發之公佈內。截至本公佈日期，該項交易尚未完成。

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

出售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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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658名僱員。

本集團主要按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酬。除基本酬金外，本集團亦會按本集

團業績表現及個別員工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不定額花紅及購股權。

本集團將繼續重視員工培訓及全面品質管理，使員工能作好充份準備，面對市場及行業

未來的轉變及挑戰。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期內之任何時間並無或曾無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

任，並須重選。現時，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之規定於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進一步資料載於包括於二零零七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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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

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年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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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刊發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分別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finance.thestandard.com.hk/chi/

0555rexcapital) 。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被寄發予股東及可於二

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於以上網站瀏覽。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陳孝聰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共有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孝聰先生及巫峻龍先生，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阮煒豪先生、鄒小岳先生及李家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