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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A Telecommunication (Asia) Holdings Limited
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5）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000,000元
‧ 毛利增加��.�%至人民幣��0,000,000元
‧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至人民幣���,000,000元
‧ 每股盈利增加�.�%至人民幣��.��分

業績

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核並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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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1,624,925  �,���,��� 
銷售成本  (1,155,107 ) (���,��� )    
     
毛利  469,818  ���,��� 
其他收益 � 17,512  ��,��0 
銷售及分銷開支  (65,025 ) (��,��� )
一般及行政開支  (60,674 ) (��,��� )    
     
  361,631  �0�,��� 
融資成本  (22,302 ) (�,��� )    
     
除稅前溢利 �  339,329  ���,��� 
所得稅 �  (81,693 ) (�0,��0 )    
     
本年度溢利  257,636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7,636  ���,���     
     
股息 �  37,542  ��,��0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     
 －基本  24.83  ��.��     
     
 －攤薄  2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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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65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7,181  ���,��0     

  288,833  ���,���     

流動資產     
 存貨  52,076  �0,��� 
 貿易應收賬款 �  262,263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1,918  ��,��� 
 現金及現金等值  796,765  ���,�0�     

  1,263,022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0  21,310  ��,�0�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1,270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83  �� 
 應付稅項  24,763  ��,���     

  117,426  �0,0��     

流動資產淨額  1,145,596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34,429  �,�0�,���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338,634 ) (���,��� )    

資產淨值  1,095,795  ���,���     

包括：     
     
股本 ��  107,900  �0�,�00 
儲備  987,895  ���,���     

股東權益  1,095,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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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並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及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分別為港元（「港元」）及人
民幣（「人民幣」）。就呈報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本集團採納人民幣為其呈報貨幣。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訊設備及相關產品、自助服務業務、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及廣告業務。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

除會計政策另行列明外，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計算方法為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對政策
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數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此等估
計與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於有關情況相信屬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構
成不能自其他途徑即時獲悉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判斷基準。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
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將按持續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某段期間，則該修訂於修
訂估計期間確認；或倘該修訂對現時及未來期間構成影響，則在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確
認。

2. 守章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
稱）、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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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採納主要會計政策概要載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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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如適用）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已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財務資產的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的限額、
 詮釋第��號  最低資本規定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
方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往年調整。

於本會計期間，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或詮釋。

3. 分部呈報

有關本集團業務及地區分部的分部資料已經呈報。業務分部資料被用作主要報告形式，
此乃由於此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匯報較為相關。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如下：

製造業務︰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訊設備及相關產品。

自助服務業務︰透過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通訊繳費卡，以及廣告的宣傳、設計、製作及
出版。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作為供應商之代理，向合作分銷網絡出售電訊產品。

所有經營溢利及資產源自本集團於中國之經營。因此，並無呈報地區分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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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務分部

   自助  電訊設備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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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來客戶收入 1,028,858  504,395  91,672  –  –  1,624,925
分部間收入 174,101  –  –  (174,101 ) –  –           

總計 1,202,959  504,395  91,672  (174,101 ) –  1,624,925
           

分部業績 326,844  23,682  10,308  –  –  360,834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797
融資成本           (22,302 )           

除稅前溢利           339,329   
稅項           (81,693 )           

年內溢利淨額           257,636
           

年內折舊及攤銷 2,574  2,068  –  –  131  4,773
           

   自助  電訊設備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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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346,451  287,622  –  (85,786 ) –  1,548,287
未分配資產           3,568           

資產總值           1,551,855
           

分部負債 (90,618 ) (1,251 ) –  –  –  (91,869 )
未分配負債           (364,191 )           

負債總額           (456,060 )
           

於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36,726  137,395  –  –  –  174,121
           



- � -

(b)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務分部

   自助  電訊設備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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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來客戶收入 ���,���  �00,���  ���,0��  –  –  �,���,���
分部間收入 ��,���  –  –  (��,��� ) –  –           

總計 �00,���  �00,���  ���,0��  (��,��� ) –  �,���,���
           

分部業績 ���,���  �0,���  �,���  –  –  �0�,��0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
稅項           (�0,��0 )           

年內溢利淨額           ���,���
           

年內折舊及攤銷 �,���  �,���  –  –  ���  �,��0
           

   自助  電訊設備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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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0�,���  ��,���  –  (��,�0� ) –  ���,��0
未分配資產           ���,�0�           

資產總值           �,���,���
           

分部負債 (��,��� ) (�,��0 ) –  –  –  (��,��� )
未分配負債           (��0,��� )           

負債總額           (���,��� )
           

於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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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為扣除退貨、商業折扣及銷售稅項後之已售貨品發票值。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包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製造業 1,028,858  ���,���
 自助服務業 504,395  �00,���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 91,672  ���,0��   
   
 1,624,925  �,���,���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匯兌收益 11,220  �,�0�
 銀行利息收入 6,213  �,���
 雜項收入 79  –   
   
 17,512  ��,��0   
   
總收益 1,642,437  �,���,�0�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土地租賃費用 43  �� 
核數師酬金 1,043  ��� 
存貨成本（附註�） 1,155,107  ���,��� 
折舊（附註�） 4,773  �,���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金額 (103 ) (��� )    
    
 4,670  �,���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81,755  ��,��� 
 退休計劃 1,276  �,0��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開支 2,926  �,���     
    
 85,957  ��,���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金額 (7,090 ) (�,0�� )    
    
 78,867  ��,0�� 
    
研發成本（附註�） 17,805  ��,��� 
物業經營租賃款項 4,4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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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之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000元），該金額亦計入於上文分別披露之個別總金額。

�. 研發成本包括分別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
�,0�0,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0元）之折舊及員工成本。

6. 所得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81,693  �0,��0
   

(i) 福建締邦實業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須以該公司適用之稅率��%（二零零七
年：��%）按年度應課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沃眾智能系統服務（中國）有限公司（前稱「福州沃眾智能系統有限公司」）為外商獨
資企業，須以該公司適用之稅率��%（二零零七年：��%）按年度應課稅溢利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

 天邦電訊（福建）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於抵銷往年虧損後首個獲利年度開
始，可免繳兩年中國企業所得稅，及於隨後三年獲寬免�0%稅項。由於該公司於本
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七年：無），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沃眾廣告（福州）有限公司為中國內資公司，須以該公司適用之稅率��%按年度應課
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七年：無）。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中國主席令第��條頒佈了「中國企業所得稅
法」（「新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發出新法的實施條例。根據
新法及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福建締邦實業有限公司於中國的企業
所得稅將由��%逐漸增加至��%，而沃眾智能系統服務（中國）有限公司則由��%逐
漸減少至��%。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有關稅率界乎��%至��%（二零零七年：
��%至��%）。

(ii)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賺取任何須繳付香港利得稅之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任何撥備（二零零七年：無）。

(iii)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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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與會計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339,329  ���,��� 
    
    
按適用於在有關司法區獲取溢利之稅率計算之除稅前    
 溢利之名義稅項 63,860  ��,���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項影響 348  – 
不可課稅收入之稅項影響 (1,963 ) (�,��� )
其他  14,207  �,���
未動用及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5,241  �,0��     
    
實際稅項開支 81,693  �0,��0 
    

7. 股息

年內，已派及擬派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包括：

(i) 年內應佔之應付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   
 每股零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港仙） –  �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  ��,���

    

董事議決不就本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ii)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之應付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港仙） 40,255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37,5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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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000元
（二零零七年：人民幣���,���,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000股
（二零零七年：�,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000元（二零
零七年：人民幣��0,���,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0股（二零零七年：
�,�0�,0��,000股）計算，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57,636  ���,���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實際   
 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18,622  �,���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276,258  ��0,���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股   千股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7,500  �,0��,�00
視作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以零代價發行   
 股份之影響 –  �,���
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163,74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攤薄） 1,201,246  �,�0�,0��
   

轉換購股權產生之所有潛在普通股將對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
股盈利具反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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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予�0天之信貸期。

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天 84,034  �0�,���
��至�0天 88,866  ��,���
��至�0天 89,363  ��,0�0
��至��0天 –  �,���   
   
 262,263  ���,���
   

貿易應收賬款並無逾期或減值。

10. 貿易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天 20,949  ��,���
��至�0天 318  ���
��至�0天 –  –
��至��0天 5  –
���至���天 5  –
���天以上 33  ��   

 21,3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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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4,000,000  �,000,000  400,000  �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037,500  �,0��,�00  103,75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107,900  �0�,�00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以下項目已授權及已訂約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8,979  ��,���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取得理想業績，源自製造業務和自
助務業持續增長。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毛利增至約人民幣��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股東應佔溢利升
至約人民幣���,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分。

製造業務

銷售電訊網外設備

公用電話亭及新推出的電子亭均為本分部中之主要產品。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來自銷售電訊網外設備之營業額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00元，
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約�0.�%。增長之原因為通信運營商推動「百事通」工程以及公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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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亭更新換代和帶廣告面公用電話亭需求持續增長。有鑒於非通信行業公共電子資訊
設備之需求增加，本集團本身已於年內推出電子亭。電子亭已銷售予福建省主要銀行
客戶，而本集團亦計劃藉此新興市場，透過公司建立的營銷網路，擴展新的客戶。

銷售電訊信息終端設備

公用電話、無線商用電話及新推出的數字機頂盒為此分部中主要產品。來自銷售電
訊信息終端設備之營業額減少��.�%至約人民幣���,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0.�%。隨著通信運營商重組完成，全業務經營開展，傳統通訊信息終端處於技術轉
型期，從單一語音服務走向綜合信息服務是必然趨勢，因而，令年內電訊信息終端設
備營業額出現下降。

銷售電子智能化產品

電子智能化產品主要包括智能售卡機及新推出的智能刷卡通及e-POS。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源自銷售電子智能化產品之營業額增加��.�%至約人民幣
���,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增長之原因，主要是包括電訊話費卡在
內的卡服務市場龐大，以及公司加大研發通訊技術與行業運用融合的新產品，如智能
刷卡通及交通一卡通設備系統，有助擴大該等產品的市場基礎。

銷售光傳輸接續產品

本集團之光傳輸接續產品包括可組織接續電訊渠道中之不同元件，如光纖配線架及光
無源器件等。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分部之營業額上升��.�%至
約人民幣���,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光通訊
網絡建設的延伸及發展，以及本集團致力提升產品質素，並將現有及新推出產品之價
格訂於具競爭力之水平。

自助服務業務

鑒於中國龐大的通信費用繳交服務市場，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於福建省福州市
進行先導計劃，於多個住宅區及商業大廈、商場及大學學生宿舍設置多個智能售卡機
終端以銷售通訊繳費卡。有鑒於福州的成功經驗，本集團計劃將自助服務業務擴充至
全國，並將有關之全資附屬公司沃眾智能系統服務（中國）有限公司（前稱「福州沃眾智
能系統有限公司」）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億元，將公司升級為可以在全國經營自
助服務業務的企業。有關之升級已經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經國家授權機關批准。
此外，本集團亦全面實現智能售卡機終端潛在價值，擴大業務內容，如開展終端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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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業務，調整智能卡道嘗試銷售毛利更高的卡，如保險公司家財一卡通的保險充值
卡。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福建、北京、重慶及湖北地區增加�,000
個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點（合共�,000個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點），通訊繳費卡銷售情
況令人滿意，表示該產品存在非常可觀之市場。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源自透過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通訊繳費卡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佔
本集團之營業額約��.0%。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

鑒於本集團在中國擁有龐大的銷隻網路以及敏銳的產品發展策略，本集團能夠提升市
場資源利用效率，有選擇地發展第三方電訊產品代理業務。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
月開始電訊產品代理業務。由於本集團採取定量保價策略，加上供應商直接交付產品
予客戶，從而減低本集團之經營成本及存貨管理成本。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源自代理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佔集團之總營業額約
�.�%。鑒於通信運營商「全球眼」業務發展，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六月開展相關裝備的代
理業務。「全球眼」可透過互聯網遙距監控、傳送、儲存及管理影音檔案，為各行業決
策人提供嶄新的影音遙距管理工具。預計「全球眼」代理業務將持續增長，同時本集團
基於電訊行業重組及移動電話市場可能變化的預期，已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停止移動
電話代理業務，而有關變動預期不會對集團業務及運作造成任何影響或損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000,000元，當中
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000元及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000元。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大部分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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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租賃之預付租賃款項及購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有約人民幣��,000,000元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展望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將持續在電訊設備製造業和自助服務業佈局和拓展，整體營業規模
將隨著智能自助繳費服務業擴張而持續增長。

就電訊裝備製造業而言，本集團預期通信運營商投資重點在�G網絡建設和�G移動業
務發展上面，將對本集團的通信設備製造業帶來較大影響，本集團預期製造業收益二
零零九年下降。有鑒於此，本集團將加大研發、投放新的通信裝備和通信技術與行業
應用融合的產品以迎合市場。

就自助服務業而言，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將增加三至五家分公司，以配合公司業務擴
展，繼續拓展智能自助服務終端投資建設。營業額及收益預期將強勁增長，且終端技
術功能及服務內容將不斷擴展。

此外，為推廣宣傳本集團形象及產品，本集團將積極參與貿易展及展覽。本集團深明
不斷改良產品之重要性，故將繼續專注研發更先進有效之產品。本集團透過引進多項
措施，控制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以提高財務業績，亦會致力維持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及存貨流轉日數於穩健水平。

末期股息

鑒於商業環境及資本市場不明朗，董事會擬保留更多資金以把握擴充的機會，並議決
不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零七年：�.��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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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資
格，股東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
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以出席二零零九年之股東週年大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支持其主要業務有約��0名僱員。本集團瞭
解到維繫高質素能幹員工之重要性，故持續為僱員提供參考現行市場慣例及個人表現
後釐定之薪酬組合，另提供醫療保險及退休計劃等其他福利。此外，根據經本集團批
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可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矢志制定及秉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
五月十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前，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
起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該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之原則，作為本身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起一直遵守該守則。

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俞龍
瑞先生現時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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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第�.��條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分別為鄭慶昌先生、余輪先生及忻樂明先生。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高級管
理人員及本公司核數師定期會面，以考慮本公司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成效、審核
流程及風險管理。鄭慶昌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薪酬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釐定應付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
薪酬待遇、花紅及其他報酬條款。薪酬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鄭慶昌先生、余輪先生及忻樂明先生。鄭慶昌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就委任董事及管理董事會繼任人選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鄭慶昌先生、余輪先
生及忻樂明先生。鄭慶昌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第��(�)至
��(�)段規定之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並向股東
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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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對全體員工所付出竭誠努力及勤勉工作致以衷心謝意。
本人亦謹此向客戶及股東之不斷支持及信賴致以感謝。本集團將繼續追求卓越，竭盡
所能，務求於未來數年為股東締造最大回報。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俞龍瑞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龍瑞（主席兼行政總裁） 鄭慶昌
鄭鳳 余輪
陳偉銓 忻樂明
楊雅華
楊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