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2）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展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零四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中期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23,710 190,617

銷售成本 (153,580) (124,978)

毛利 70,130 65,639

其他經營收入 911 525

銷售費用 (6,448) (6,557)

行政費用 (5,398) (5,144)

融資成本 (2,440) (1,325)

除稅前溢利 5 56,755 53,138

稅項 6 (7,363) (11,075)

期間純利 49,392 42,063

擬派股息 7 － －

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0.117元 人民幣0.109元

　－攤薄 人民幣0.107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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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經審核及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22,536 125,900

　收購物業、廠房及

　　設備已付按金 1,581 495

　預付租金 2,088 2,063

126,205 128,458

流動資產

　存貨 16,642 13,787

　應收貿易賬款 10 74,979 87,456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4,010 8,789

　預付租金 840 2,114

　作抵押銀行存款 11,790 4,282

　銀行結存及現金 333,031 241,223

441,292 357,65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8,312 12,723

　應付票據 32,450 15,920

　預收款項、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728 14,571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7,102 －

　欠董事款項 224 63

　應付稅項 3,595 7,345

　銀行貸款 － 一年內到期金額 49,770 50,000

123,181 100,622

流動資產淨值 318,111 257,029

444,316 38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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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44,817 44,817

　儲備 345,713 308,870

390,530 353,68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一年後到期金額 21,730 －

　可換股票據 31,040 31,800

　衍生金融工具 1,016 －

53,786 31,800

444,316 385,487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一間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Fu Teng Global Limited（「Fu Teng」）。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列賬（如適用）外，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下述者外，簡明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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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合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由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起生效。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變更本集團於

下列範疇之會計政策，有關變動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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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支付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支付」，規定本集團以股份或享有股份的權

利交換購買的貨品或獲取的服務（「權益結算交易」）確認為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於本

集團的主要影響乃關乎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於授出購股權當日釐定的公平值須於有歸屬期

內支銷。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前，本集團僅於購股權行使後始確認其財務影響。由

於本集團的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授出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屬，故本集團

並無根據有關過渡安排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因此並無重列比較數字。

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作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

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不容許對財務資產及負債進行追溯確認、不再確

認或計量。因實行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而產生的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可換股票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綜合金融工具（包含財務負債及股權部份）之發行人，於進行初步確

認時須將綜合金融工具分為負債及股權部份，並將該等成份分開入賬。於以後期間，負債成份

採用實際權益法按攤銷成本列賬。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與本公司於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有關。之前，可換股票據若干部份乃被視為構成股權部

份，故確認為資本儲備，其遞延稅項負債亦會予以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倘以固額

現金或另一種財務資產換取固定數目之公司股權工具兌換有關權利，則方會將兌換權分類為股

權部份。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再次審閱可換股票據之條款，並釐定可換股票據並不包括任何股

權部份，原因為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可予調整，而可換股票據不得兌換為固定數目之本公司股

份。相反，可換股票據包含與主契約無關之內在換股權，而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開列

賬。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須追溯應用，因而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不再確認資本儲備

及相關遞延稅項負債（財務影響見附註3）。

衍生工具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範圍內之所有衍生工具，不論視為持有作買

賣用途或指定用作有效對沖工具，均須於每個結算日以公平值列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衍生工具（包括與主契約分開列賬的內在衍生工具）均視為持有作買賣用途的財務資產或財

務負債，惟合資格並指定用作有效對沖工具者除外。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有關

過渡條文。可換股票據內含之換股權分開列賬並於資產負債表中記錄為衍生金融工具。其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公平值計量，而本集團確認公平值人民幣1,016,000元（財務影響見附註3）。

於本期間內，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並無重大變動。

業主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在以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利用成本模型計量。於本

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土地及樓宇租賃之

土地及樓宇部份視乎租賃類別獨立入賬，除非有關租賃款項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

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視為融資租賃。若能就租賃款項可靠地分配為土地及樓宇部份，於土地

的租賃權益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下之預付租賃款項，並以成本入賬及按租期作直線法攤銷。

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被追溯應用（財務影響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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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概要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累計影響概述

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調整 重新分類 十二月三十一日 調整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列） （附註）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010 (2,110) － 125,900 － 125,900

　預付租賃款項 － 2,063 － 2,063 － 2,063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856 － (2,067) 8,789 － 8,789

　預付租賃款項 － 47 2,067 2,114 － 2,114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30,784) (1,016) － (31,800) 1,016 (30,784)

　衍生金融工具 － － － － (1,016) (1,016)

　遞延稅項負債 (178) 178 － － － －

對資產及負債的總影響 107,904 (838) － 107,066 － 107,066

資本及儲備

　資本儲備 861 (861) － － － －

　累計溢利 185,947 23 － 185,970 － 185,970

對股權的總影響 186,808 (838) － 185,970 － 185,970

附註： 指將其他經營租賃項下之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其以往計入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

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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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務分類

營業額－外來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198,072 165,933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25,638 24,684

223,710 190,617

分類業績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50,424 47,251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12,587 11,299

63,011 58,550

未分配公司支出 (3,816) (4,087)

融資成本 (2,440) (1,325)

除稅前溢利 56,755 53,138

稅項 (7,363) (11,075)

期間純利 49,392 42,063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中國」）經營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域分類分

析。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 1,299 1,02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785 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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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本期 7,363 11,075

由於本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或源自香港，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於福建省營運。沿海城市生產企業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為24%，源自有關經濟發展

區的經營溢利的經削減稅率為15%，而地方附加稅稅率為3%。根據福清市稅務局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發出的函件，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3%地方附加稅。自二零零五年起，另一間中國

附屬公司於山西省的業務獲豁免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兩年，並在隨後三年獲寬免所得稅的50%。

按地方稅務優惠政策，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3%地方附加稅。

7. 股息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28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30元），合共人民幣12,549,000元。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38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40元），合共人民幣17,030,000

元。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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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期內純利 49,392 42,063

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89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期內純利 50,28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22,800,000 386,536,264

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 45,777,42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8,577,42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原因為此等購股權之行使價於兩個

期間內均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購置人民幣3,421,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67,998,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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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現要求若干客戶以貨銀兩訖方式進行交易，並給予其他貿易客戶平均兩至三個月的信貸

期。

於申報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74,979 87,456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申報日期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8,263 12,712

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六個月 34 9

六個月以上但不超過一年 15 2

18,312 12,72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223,700,000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17.4%。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及純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約

8.7%及約17.4%至約人民幣59,200,000元及約人民幣49,400,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與去年同期相同維持於約22.1%。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來自(i)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及(ii)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之營

業額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9.4%及約3.9%至約人民幣198,100,000元及約人民幣25,600,000

元。集團的各項業務實現了穩定持續的發展，在經營收入、業務佈局、產品結構等多個方

面均較去年同期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使集團取得了優良的業績，且盈利能力保持不斷提

升。主要是由於採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重大措施以改進集團的經營狀況及提高集團的管

理水平。這些措施包括：提高集團有技術和市場優勢產品的客戶佔有率和盈利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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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和新市場收入佔整體業務的比重；引進資源管理公司協助集團整合資源，提高集團

運作效率等等。這些舉措對集團未來幾年的持續發展也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一、與時俱進快速發展的現代金屬包裝行業

現代食品工業的發展必須強調食品安全，營養、方便、保健。提高產品質量，保證衛生

安全，與食品包裝有極大的關聯。二十一世紀食品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包裝

上的競爭。據世界包裝組織提供的資訊，全球包裝營業額已逾5000億美元，佔全球GDP

的1-2%,中國包裝工業一直以高於18%的年增長率迅速發展壯大，中國飲料產量每年都

在上升，從而帶動了所有包裝容器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在整個軟飲料市場中，碳酸飲料

市場佔有率從二零零二年開始逐年下降，茶飲料和果汁飲料市場份額明顯增加，主要是

由於消費者更加追求口感、營養價值和高品味的享受。這一消費需求的改變，將帶動馬

口鐵包裝產品需求的增加。

二、不斷完善和提高質量、管理和服務水平，推進集團業務的發展

集團採取不斷完善和提高質量、管理和服務水平的發展策略，使集團在金屬包裝行業內

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從而進一步推進集團業務的發展。主要措施包括：

1) 提高管理水平

為不斷提高集團管理水平，引進科學的現代化管理制度，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集團

聘請了國際人力資源與管理諮詢機構，為集團提供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發展戰

略、企業文化、財務管理等方面的諮詢與輔助實施。隨著管理諮詢公司人員參與到

集團的治理架構中後，極大程度上推動了集團管理進步，協助集團建立一支可發展

性的優秀管理團隊，為集團減少人員流失，調動員工積極性，提高人員的創造力等

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2) 提高業務服務水平

集團管理層推行多項措施以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效能，主要包括改善客戶服務質

素，持續控制成本及整頓業務流程等。所以，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集團經營業績、

及經營效率等方面均有增長。憑藉來自新客戶的銷售收入以及來自現有客戶的銷售

收入增加，集團的總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17.4%。

3) 提高質量檢測控制水平

集團不斷提高質量管理體系，通過制度化管理、程式化控制和文件化分析三個步驟

的管理模式，使所有產品的生產在規範化管理和控制的狀態中進行，並反復開展內

部審核和管理評審工作，持續改進質量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持續提高質量管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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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合理的新產品結構積極推動集團業務的快速發展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集團除了對管理經營領域和運行方式流程上進行了改進外，對產品

結構上也進行了調整，使企業資源配置與產品結構更加合理，管理手段更加先進，市場

營銷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高。集團在國內消費者對方便食品需求日益大幅度增長的良好

環境下，不斷提高具有高價值的食品罐市場開發力度，促使食品罐逐步成為集團主導產

品，使集團產品結構呈現飲料罐、食品罐、彩印加工三大支柱產品的格局，對集團整體

業務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展望

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集團將以更高質量和豐富的產品為廣大客戶提供更好，更專業的服

務，從而促進集團業務的蓬勃發展。主要計劃包括：

一、國際標準化新廠房提高集團未來生產及業務能力增長

集團為了適應市場拓展的需要，一方面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加大生產力度的同時；另一

方面加緊廠房的擴容建設和硬體設備的增量。二零零五年五月，集團開始分別在福清新

租賃的生產基地及山西汾陽的生產基地投資興建新廠房。兩個新廠房建築面積分別約為

6,500平方米、 6,700平方米，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完成興建。這些廠房都按照

ISO14001的標準來建設，確保生產過程達到國際標準，這在同行業中是絕無僅有的。

這些廠房的建成將使集團的生產基地規模、環境得到大幅度提升，以迎合集團未來數年

業務和生產能力快速增長的需要。同時，集團憑藉更大的生產基地，可為客戶提供更為

全面周到的產品服務。

二、領先同行業的高新檢測技術手段，使集團保持恆久競爭力

為不斷提升產品質量管理水平和控制手段，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從英國購買先進的檢

測設備，並於下半年投入正常使用。新購買檢測設備的優勢在於其使用的測試標準比生

產線自身的檢測設備更加嚴格，準確度更高。

另外，當新檢測設備和生產線自動檢罐機配合使用時，可加強對產品細微缺陷的檢測，

並可協助及時地調整工藝水平，從而達到一個較高的成品率。其他同行業製造商尚未投

入使用該技術。

三、不斷擴展產品種類，進一步鞏固同行業中領先市場地位

目前，集團兩片罐產品的生產規模、裝備水平、技術實力、產品質量居國內領先地位。

為配合業務快速發展需要，集團將購買新型兩片罐生產設備，增加5個罐型的生產加

工，進一步鞏固了集團在同行業中的領先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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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集團也投入了部分資金購買了新規格三片食品罐設備，增加3個新罐型的生產加

工。並將購買部分配件對三片飲料罐生產線性能、速度進行了維護更新。

四、完善合理的業務流程，拓展市場

在開拓市場方面，集團將不斷完善和健全流暢的業務流程，提高客戶服務的質量。一方

面，為重點老客戶建立「綠色通道」，從而提供高質量、高效率的服務，鞏固加強客戶關

係；另一方面，不斷建立新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即登記客戶背景資料、跟蹤並及時反饋

新客戶業務的基本情況及動態變化等，對客戶的業務量統計分析，然後針對不同類型的

客戶採取不同的市場策略。從而穩定客戶關係，擴大市場份額。

經過多年的發展，集團的各項指標發展均優於行業平均水平。在未來幾年，隨著包裝行

業的快速發展，集團的技術更新能力、產品創新能力、市場競爭能力也必將保持持續穩

定上升的態勢。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業務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由其銀行提供的銀行信貸應付。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333,000,000元（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4,200,000元）及借款總額約人民幣102,500,000元（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1,800,000元），包括銀行貸款約人民幣71,500,000元（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00,000元）及可換股票據約人民幣31,00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800,000元），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仍未償還銀行貸款總

額約人民幣71,500,000元中，有人民幣45,000,000元為定息債券，以介乎5.58厘至5.841厘不

等的年利率計息。餘下人民幣26,500,000元銀行貸款須按高於銀行同業拆息利率2厘的浮動

利率計息。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的到期情況為約49%將於一年內到期，另約51%將於一年後但

三年內到期。所有上述銀行貸款均由本公司的公司擔保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作擔保。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約3.6（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

而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計息借款總額對資產總值的比率）則約為18.1%（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6.8%）。

由於本集團的交易大部份以港元及為人民幣交收，故外匯波動風險輕微，因此認為毋須利

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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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其銀行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1,800,000元以取得任何

銀行融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存款人民幣4,300,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以

取得授予本集團的貿易融資貸款，貸款限額的上限為銀行存款金額。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購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7,70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0,000元），

而已授權但未訂約者則約為人民幣6,00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900,000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415名（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7名）僱員，

主要位於中國及香港。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表現制訂其酬金政策。於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4,600,000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500,000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

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前生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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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已採取行動，以符合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該企管守則乃用以取代當時之上市

規則附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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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認為，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

條文，惟(i)並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該兩項職務現由楊宗旺先生兼任；(ii)獨立非

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iii)董事輪值告退之時間少於每三年一次；(iv)本公司並無披露審

核委員會之權責範圍；及(v)本公司並無設立酬金委員會。

守則第A.2.1條

董事會相信，楊宗旺先生對本集團業務十分瞭解，且具備所需之領導才能可有效帶領董事

會討論事項，故由其繼續出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以確保董事會決

策過程屬有效。

守則第A.4.1條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已與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彼等之職務簽訂有特定年期

之服務合約，而彼等須繼續輪值告退。

守則第A.4.2條

董事會將提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以最遲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供本公司股東採納，

務求確保遵守本守則，並符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守則第B.1.1條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成立酬金委員會，具有書面界定之權責範圍，成員為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生，而吳偉文先生為委員會主

席。

守則第B.1.4及C.3.4條

本公司正採取適當行動為本公司開設網站，當中將會披露審核委員會及酬金委員會之書面

權責範圍。此等權責範圍亦可於要求時向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索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生組成。審核委員

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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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書面權責範圍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訂，確保符合企管守則。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宗旺（主席兼行政總裁） 湯慶華

謝希　 庄海峰

薛德發 吳偉文

吳建新

劉志強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宗旺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