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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味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7）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業績

味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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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317,431 290,695
銷售成本 3 (256,845) (237,222)

毛利 60,586 53,473
其他收益淨額 2 2,413 2,188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16,907) (16,058)
行政開支 3 (20,990) (19,010)

經營盈利 25,102 20,593
融資成本 4 (4,364) (5,831)

除所得稅前盈利 20,738 14,762
所得稅開支 5 (4,878) (3,827)

本年度盈利 15,860 10,935

以下方應佔：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856 10,915
— 少數股東權益 (996) 20

15,860 10,935

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美仙計）

每股基本盈利 7 1.11 0.72

每股攤薄盈利 7 1.10 0.72

股息（千美元） 6 8,422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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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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6,320 6,03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7,848 211,688

無形資產 17,527 18,127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 3,295 3,361

224,990 239,214
--------------- ---------------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8 42,063 38,150

存貨 56,170 65,52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905 6,312

可收回稅項 6 9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706 17,282

122,850 128,244
--------------- ---------------

資產總值 347,840 367,458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228 15,228

儲備

— 擬派末期股息 4,432 2,432

— 其他 233,471 222,602

253,131 240,262

少數股東權益 4,585 3,722

權益總額 257,716 24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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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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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15,621 21,336

遞延所得稅 10,544 11,449

應付有關連人士的長期款項 9,393 11,023

退休後責任 728 870

36,286 44,678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13,215 17,11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279 9,376

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301 258

銀行透支 — 無抵押 382 —

短期銀行借貸

— 有抵押 — 4,421

— 無抵押 18,969 36,399

長期銀行借貸的即期部份 10,506 11,162

應付稅項 186 64

53,838 78,796
--------------- ---------------

負債總額 90,124 123,474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347,840 367,458

流動資產淨值 69,012 49,4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4,002 28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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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味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
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

(a) 以下為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採納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以及
詮釋：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告－資本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 金融工具：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

膨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採納上述新訂準則、準則修訂以及詮釋對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採納香港會計準
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導致需要對資本披露以及財務風險之敏感度分
析作出額外披露。

(b)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準則及詮釋。董事現正評估採
納有關準則及詮釋之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列（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 借貸成本（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 以股份支付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於二零零九
年一月一日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 業務合併（適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首個年度呈報期間或之後的業務合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 經營分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
庫存股份交易（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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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客戶忠誠度計劃（於二零零八年七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固定福利
資產的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2.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淨額

(a) 本集團製造及銷售發酵食品添加劑、生化產品及木薯澱粉產品，包括改性澱粉、葡萄糖漿、
味精、梳打、鹽酸及飲料。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確認
營業額分別為317,431,000美元及290,695,000美元。

(b)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淨匯兌收益 816 38
出售電力的虧損淨額 (14) (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603 (58)
廢料銷售 489 334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248 251
技術支援收入 — 941
其他 271 776

2,413 2,188

3.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5,952 15,892
已耗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213,713 190,941
無形資產攤銷 1,462 1,323
土地使用權攤銷 135 125
核數師酬金 295 2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050 27,046
有關租賃土地的經營租約開支 149 125
僱員福利開支 18,109 15,799
其他開支 26,877 20,783

總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 294,742 27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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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4,223 5,498
應付關連方長期款項的折讓攤銷 515 585
利息收入 (374) (252)

4,364 5,831

5. 所得稅開支

綜合損益賬內的所得稅開支包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764 4,004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19 264
遞延所得稅 (905) (577)
預扣所得稅 — 136

4,878 3,827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i) 越南

企業所得稅按財務申報的法定盈利撥備，且就所得稅的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的收支項目作
出調整。本集團在越南的業務相關企業所得稅率介乎10%至25%之間，並按附屬公司各自
的投資許可證所規定為準。

(ii) 中國

企業所得稅按財務申報的法定盈利撥備，且就所得稅的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的收支項目作
出調整。本集團在中國的業務所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介乎18%至33%之間。

(iii) 新加坡／香港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新加坡及香港賺取或獲得估計應課稅盈利，因此並無作出新加坡
／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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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續）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續）

(iv) 台灣

企業所得稅按財務申報的法定盈利計算，且就所得稅的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的收支項目作
出調整。本集團在台灣的業務所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為25%。

6.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付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6202美仙
（二零零六年：0.19872美仙） 3,990 3,026
建議派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9105美仙
（二零零六年：0.15971美仙） 4,432 2,432

8,422 5,458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16,856,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0,915,000美元）除以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1,522,742,000股（二零零六年：1,522,742,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假設兌換所有購股權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而計算。股份數目根據尚未行
使購股權附有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場價格釐訂）購入的
股份數目而計算。根據上述計算得出的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行使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而應已發
行的股份數目比較。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 16,856 10,91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1,522,742 1,522,742
尚未行使購股權調整（以千計） 3,394 2,431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以千計） 1,526,136 1,525,173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美仙） 1.1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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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 41,724 37,787
應收有關連人士貿易賬款 339 363

42,063 38,150

應收貿易賬款的信貸期由貨到付現至120天，而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22,838 22,634
30-90天 18,890 14,917
91-180天 242 458
181-365天 31 141
365天以上 62 —

42,063 38,15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逾期但末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為3,701,000美元（二零零六年：
9,165,000美元），並涉及若干最近並無拖欠記錄的獨立客戶。該等已逾期但末減值之應收賬款賬
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 三個月 3,656 9,137
三個月 — 六個月 45 28

3,701 9,165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面值按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盾 26,109 22,148
美元 11,731 13,678
人民幣 4,194 2,324
其他 29 —

42,063 3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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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11,688 15,299
30-90天 1,436 1,804
91-180天 89 9
181-365天 2 4

13,215 17,116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面值按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盾 6,906 6,684
美元 5,744 9,145
人民幣 565 1,287

13,215 17,116

10. 分部分析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類而呈報。業務分部資料為主要呈報形式，原因在於業務分
類與本集團經營及財務決策的相關性較大。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即製造及銷售發酵食品添加劑、生化產品及木薯澱粉產品，包括改
性澱粉，葡萄糖漿、味精、梳打、鹽酸及飲料。

(b) 地理分部

按地理分部呈列資料時，收入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入賬。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則以資產所在
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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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部分析（續）

(b) 地理分部（續）

(i) 分部收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159,290 151,419
中國 52,047 44,751
日本 47,492 53,191
台灣 9,264 10,607
東盟成員國（越南除外） 34,794 25,158
其他地區 14,544 5,569

317,431 290,695

(ii) 資本開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9,870 8,811
中國 2,810 13,540
台灣 — 40

12,680 22,391

資本開支乃根據資產所在地而分配。

資本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添置，包括通過業務合併
的收購的添置。

(iii) 資產總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越南 280,961 308,925
中國 65,139 56,728
香港 550 763
台灣 1,126 173
新加坡 64 869

347,840 367,458

資產總值以資產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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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總覽

集團二零零七年總營收突破3億美元，達317,431,000美元，比二零零六年成長9.2%金額

26,736,000美元，增長9.2%。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淨利有亮麗的增長54.4%，金額5,941,000

美元，達16,856,000美元。越南區附屬公司帶來之收益為268,635,000美元，中國區附屬公司帶

來之收益為48,796,000美元，於期內分別成長10.7%及7.7%。集團主要產品中，除谷氨酸因賴

氨酸國際價格已略有回升，自二零零七年下半年開始恢復全面生產，不再轉移生產谷氨酸，

故營業額減少外，其餘產品均有穩定的成長。營業額的成長主要來自越南味精外銷業務的成

長，變性澱粉在中國市場逐漸茁壯及賴氨酸售價逐漸提升。就銷售地區而言，東盟成員國（越

南除外）成長金額最大，約9,636,000美元增長率38.3%，佔總營收從二零零六年的8.7%躍升到

二零零七年的11%，顯示集團耕耘東盟市場已有成果，中國及越南市場銷售額亦有16.3%及

5.2%的成長。

二零零七年是油價、農產品及其他產品物價飆漲的一年，但集團獲利依然能有不錯的獲利成

長，主要是期內糖蜜價格比二零零六年低，利息費用因借款降低減少1,467,000美元，故毛利、

淨利分別增加7,113,000美元及5,941,000美元，成長率為13.3%及54.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

佔毛利與淨利金額為60,586,000美元及16,856,000美元；毛利率及淨利率分別為19.1%及5.3%，

高於二零零六年之18.4%及3.8%。

（一）越南市場

越南市場於二零零七年成長5.2%，金額成長7,871,000美元，達159,290,000美元，佔總營

收50.2%比二零零六年52.1%略低，顯示成長相對其他國家較為減緩。主要原因在於味精

銷售增長因多年來市場快速成長已有放慢趨勢，故期內僅成長5.2%。但賴氨酸及特化產

品如鹽酸、蘇打，均有穩定的增長。

（二）中國市場

年度內中國市場營收達52,047,000美元，比二零零六年增長16.4%，金額為7,296,000美元。

主要的成長來自變性澱粉和味精兩項業務的成長，由於近年來穩定持續的成長，二零零

七年中國市場已取代日本成為集團第二大市場。

（三）日本市場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由於國際賴氨酸價格疲軟，集團越南廠將賴氨酸減產，轉生產谷氨酸。

由於賴氨酸主要以出口日本為主，日本市場當然受到影響，下半年雖然賴氨酸已恢復全

面生產，但由於越南境內需求增加，乃改變策略以內銷為主，因而日本市場的銷售額維

持平穩。味精業務則維持穩定成長，全年日本地區營收為47,492,000美元，比二零零六年

減少5,699,000美元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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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盟成員國（越南除外）

以成長金額而言東協市場於二零零七年增加9,636,000美元為最大，增加來自味精及谷氨

酸的大幅成長。雖然上半年僅成長14%，但下半年則有大幅成長，全年增成率達38.3%，

預計東協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將能繼續維持成長之趨勢。

財務回顧

（一）流動資金和財政資源

期內由於淨營運現金流量增加，故銀行借款及透支減少約27,84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集團銀行存款和現金為17,706,000美元，比二零零六年底略增加

424,000美元；銀行借款及透支則大幅降低，由二零零六年底73,318,000美元減少為

45,478,000美元約38%。流動比率因短期借款減少約22,125,000美元，由二零零六年1.63提

昇到2.28，同時淨借款／資本比率由23%下滑為10.8%，財務結構更愈穩健。銀行借款及

透支主要以美金為主佔78.3%，其餘為新台幣及人民幣，分別為13.3%及8.4%。年度內總

借款平均成本為6.4%，融資成本淨額為4,364,000美元，融資成本淨額佔總營比由2.0%下

跌為1.4%，中長期和短期銀行借款及透支比例為34%比66%，資本負債比（銀行借款／股

東權益）為18%。

（二）資本支出

二零零七年總資本支出為12,680,000美元，主要投資於越南新設立河靜澱粉廠、固體肥料

第三&第四期工程及味友和福隆兩澱粉廠之Bio-gas設備，共計9,456,000美元。集團預估

於二零零八年動用約24.5百萬美元作資本支出，其中10,500,000美元為延續二零零七年上

列所提到未完工之資本支出，其餘新增約14,000,000美元，主要用於福隆澱粉廠之薯渣回

收再利用工程和柬埔寨發展原料專案。

（三）匯率

集團兩大主要營運基地於越南和中國，交易幣別內銷以越盾和人民幣為主，外銷則為美

元。中國區營運幾乎全以內銷為主，外銷比例極少，二零零七年越盾因國際美元疲弱，

國內通貨膨脹上揚，改變多年來微幅走貶趨勢，反而略有升值，全年升值約0.2%。人民

幣則是持續升值趨勢，由於中國以內銷為主，借款則是美元，故人民幣升值對集團財務

並無不利影響，然鑒於越南中央銀行已放寬越盾每交易日升貶之區間，由二零零七年初

之0.25%擴到二零零八年初之1%，同時人民幣亦有升值壓力，集團將繼續密切注意越盾

及人民幣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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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利

二零零七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1.1美仙，董事會擬定派息率與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相同約為

50%，預計每股股息為每股0.55美仙。二零零七年中期已派股息每股0.262美仙，故擬支

付期末股利每股0.288美仙，派發金額為4,612,000美元。

展望

二零零七年越南經濟成長率增至8.4%，外人投資巨幅成長，比二零零六年增加40億美元，達

160億美元。由於快速的經濟成長，越南境內物價、地產亦水漲船高，再加上國際油價、各種

農產品、原料價格高漲，越南二零零七年通膨高達12.6%，為近十年來之最高。越南央行為打

擊通貨膨脹、穩定物價，自二零零八年初採取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存款準備率，發行公債，

使越盾利率上升，同時放寬越盾對美元買賣區間增加匯率之波動，使在越南經營的企業，不

管是外資或本地企業均面臨挑戰。越南是集團最主要的生產基地，也是最大的市場所在，面

對各項原料、製造、銷售、管理、運輸費用︙等各項費用之增加，集團以戰戰兢兢之心情做

好準備，克服來自各方面之困難。由於主要原、物料、能源成本於二零零八年度內將是居高

不下，為維持一定穩定合理的利潤，除竭力降低採購成本，持續提高生產效益外，將計劃於

二零零八年內，在不嚴重侵蝕市場佔有率之下，逐步加快各類產品售價之提升，以反映各項

成本之上揚。

過去幾年來，集團致力於醣源的拓展和掌握，將於未來逐步顯現。i)河靜澱粉廠第一期工程

產能100公噸／天，將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完成，2009年第一季將擴大到200公噸／天之生產

規模。ii)味友澱粉廠產能擴充由100公噸／天增加到150公噸／天已展開擴廠作業，預估二零

零八年第四季完工。iii)柬埔寨發展原料專案，已覓好地點及合作夥伴，且已於二零零八年初

簽訂備忘錄，若一切順利將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成立聯營公司，來推展此投資方案。另外在

醣源多元化方面，熱帶甜菜亦有不錯之進展。另外一種醣源，甜高梁的試種，也在積極進行

中。預期會很快有好結果。

二零零八年味精業務，預估越南境內之銷售將是小幅成長，而外銷方面，隨著市場開拓成果

陸續展現，預期將有較大幅增加。中國區則因受制於出口競爭力減弱，將再強化內銷市場，

短期內尚是競爭激烈之市場，長期而言將是汰弱留強，將恢復一定之秩序，以維持合理之利

潤。

未來，集團將因河靜新廠完工、味友澱粉廠擴廠完成、柬埔寨發展原材料專案的展開，將會

擁有更具競爭力、高品質及更穩定原料來源，對不管是氨基酸或澱粉事業的業務拓展和獲利

提升將是大有助益。另外，隨著越南經濟體的蓬勃發展，集團也將尋求不同領域產業的投入，

相信在結合地緣利基的基礎上，可以發揮加乘的效果，並可提升經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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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展望未來一年，集團依然面臨各項原物料、能源成本高居不下之壓力。但幾年來，集

團進行之專案在二零零八年將是關鍵的時刻，亦將是開始有收穫的時刻，集團將有信心迎接

挑戰。

僱員薪酬及培訓資料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有員工3,977名（二零零六年：3,247名），包括越南

附屬公司3,045名、中國附屬公司923名及台灣分公司9名。

本集團根據一般行業慣例、集團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釐定僱員薪酬。其他員工福利包括住宿，

膳食，保險，醫療及退休金等，以確保競爭力及員工之忠誠度。為增進員工專業素質及管理

能力，落實本地化政策，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職務輪調，並積極規劃及舉行共同，專業，語

言等相關之內外部教育訓練及研討會，以強化專業技能，擴展新知，以提高人力素質。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本年度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政策陳述

董事致力提升企業管治質素。董事旨在持續檢討及提高本集團的管治常規水平。

本公司於本年度已遵從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的適用

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

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從守則，而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諮詢後，彼等並不知悉於截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有任何未有遵從標準守則的情況。

本公司已收到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獨立性而作出的確認函。本公

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人士。

依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並為此

提供指引。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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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已議決，在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付截至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29105美仙（二零零六年：0.15971美仙）。如獲

股東通過，末期股息合共為4,432,000美元，預期約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向二零零八年六

月六日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獲派末期股息（預期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獲通過後將約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派付）的資格，股東須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二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所規定全部資料的年報，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vedaninternational.com」刊登。

致謝

董事謹藉此機會對年內所有客戶及股東的支持及全體員工的服務承諾及勤勉精神表示衷心感

謝。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楊頭雄 黃景榮

楊正 周賜程

楊坤祥

楊辰文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肇樹 趙培宏

柯俊禎

陳忠瑞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楊坤祥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