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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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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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TSE SUI LUEN JEWELLE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7）

公佈

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
於本公司就聯交所有條件批准恢復股份買賣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
二十七日之公佈後，本公司已達成該等條件，並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九
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暫停股份買賣及恢復股份買賣資料更新

謹此提述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二零零六年二月一日、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之
公佈。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於
本公司就聯交所有條件批准恢復股份買賣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
日之公佈後，本公司已達成該等條件，並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九年六月
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下文載列導致暫停股份買賣之背景及本公司就處理有關事宜所採取行動之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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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廉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對本公司之業務狀況展開調查（「廉署調查」）。董
事會認為，該項調查乃源自對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若干交易所進行內部檢討
之事項，而有關內部檢討乃由董事會發起並在本公司之財務及法律顧問協助
下進行。進行有關檢討後（當時尚未得悉廉署調查之結果），本公司已作出如早
前所公佈（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公佈）若干內部監控改動。於多份報章及
其他媒體報導有關廉署調查後，本公司股份已應本公司要求自二零零五年四
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
十五日之公佈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八日再次恢復買賣。

繼廉署就多項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事件向謝達峰先生（「謝先生」）、溫彼得先生
（「溫先生」）及謝瑞麟先生提出檢控後，本公司股份隨即自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
日起再次暫停買賣，並於該日起一直暫停買賣。於彼等遭檢控當日，謝先生為
本公司董事兼主席、溫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而謝瑞麟先生則為本集
團顧問及前董事。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謝先生、溫先生、謝瑞麟先生及本公司
陳列室營運總監王庭芳先生被廉署就觸犯涉及防止賄賂條例、刑事罪行條例
及盜竊罪條例事件作出多項檢控（「廉署檢控」），該等檢控尤其有關 (i)給予安排
旅行團到臨本公司陳列室之旅行社僱員利益；(ii)串謀詐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稅務局（「稅務局」）及；(iii)串謀盜竊本公司財產，目的為（其中包括）支付員工
花紅。本公司得悉，謝先生及溫先生已展開法律程序，對區域法院就廉署檢控
之裁決作出上訴。

進一步改善內部監控

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一月暫停買賣後，本公司已在新管理團隊監督下
進行多項措施改善其內部監控系統，新管理團隊概無成員為廉署檢控之對象。

新管理團隊

作出多項董事辭任及委任後，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現時組成之成員概無廉
署檢控之對象。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以來，董事會已作出下列委任及辭任：

• 黃岳永先生（「黃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四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於二
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聯席副主席；並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四月
二十四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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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執行董事康寶駒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輪值退任；

• 張子健先生及邱安儀女士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邱安儀女士（「邱女士」）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獲委任為聯席副主席，並其
後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邱女士為謝先生之
配偶；

• 呂培基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包安嵐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陳偉康先生及Gerald Clive Dobby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分別辭任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 黎子武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 謝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辭任主席，並其後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六日辭任執行董事；

• 溫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辭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 蕭銘鏵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
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辭任並由幸正權先生取代；及

• 周國瑛女士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上述董事辭任及委任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四日、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
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二零零
八年六月十二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之公佈以
及其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度、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度及二零零七╱二零零
八年度之年報。

主席邱女士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及企業職務，而行政總裁黃先生則負責業務
策略及提交公司業績。根據黃先生與本集團訂立之合約，彼受邱女士之指揮、
監督及監控，惟本公司之實務規定所有主要決策乃由董事會或正式組成之董
事會相關委員會作出。

內部監控方案

在新管理團隊之指引下及按照彼等對廉署檢控所理解，由於彼等可影響本集
團進行之業務，本公司已重新設計其內部監控系統，乃有關系統軟硬件以及跨
部門權力及檢查程序兩方面。此外，本集團已就其與旅行社之交易作出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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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特別是要實際上免除有關本公司與旅行社及帶領遊客到臨本公司
陳列室之旅行團導遊之所有現金交易，有關款項現時在所有情況下均以支票
或由本公司經自動轉賬直接支付旅行社及旅行團導遊，惟支付旅遊巴司機之
小額金額則除外。

此外，本公司已採取行動以更佳方法記錄管理旅行社關係及促使遊客到臨本
公司陳列室之業務顧問之角色，以及向彼等付款之基準，所有有關款項現時以
支票或自動轉賬支付，故可予追查。本公司進一步採納之內部監控措施，包括
與一切有業務往來之旅行社訂立書面合約，致使所有佣金款項均有文件支持
及有關交易以電腦系統記錄；確保有關款項乃按照合約條款支付；確保概無款
項獲准於系統以外支付；及記錄職責及權力範圍以及教育員工。

有關稅務檢控之修正行動包括採納清晰記錄系統，包括一套全新系統以追查所
有交易、概述交易細節及齊集收據及記錄保存過程，以就佣金款項作出報告。
有關盜竊檢控採取之修正行動，包括避免進行現金交易以及以支票或自動轉
賬方式付款；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薪酬委員會，以檢討及批准所
有員工花紅款項；及確保所有員工花紅款項乃經本公司人力資源部支付及查
核。

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本公司委任獨立專業人士羅申美，以檢討本公司內部監控
及提供改善建議。其檢討報告（「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提出六項首要
調查結果，建議本公司須優先處理之事宜；另指出17項優先等級屬中至低級之
調查結果，而本公司注意到該等調查結果對本公司業務並不構成重大即時威
脅，惟其認為作出糾正將有助改善本集團內部監控之整體質素。

於二零零九年，本公司委聘羅申美進行跟進檢討報告（「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
討報告」），特別集中有關廉署檢控要旨下之內部監控，同時亦跟進二零零八年
內部監控檢討報告識別之六項首要事件，並作出以下評論。

達成該等條件

恢復股份買賣前達成之條件

誠如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之公佈所述，聯交所同意
批准股份可恢復買賣，惟須事先達成下列條件並獲聯交所信納：

(1) 本公司披露導致股份暫停買賣事宜之詳情，包括本公司就調查及處理有
關向旅行社提供非法回佣、串謀詐騙香港稅務局及向本公司員工支付花
紅（「非法行為」）採取行動以及該等事件對本集團業務及財務狀況造成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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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專業人士確認 (a)本集團具有足夠而有效之內部監控制度，處理與非
法行為相關之內部監控弱點；及 (b)已處理羅申美分類為高風險之內部監
控弱點；

(3)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按合理基準確認上文第 (2)(a)及 (b)項；及

(4) 本公司承諾，將於日後之財務報告中匯報其就屬低或中級風險之內部監
控弱點實行補救措施之進度。

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

按照該等條件，本公司委聘羅申美就下列方面進行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討
報告：(1)有關本公司陳列室業務之佣金制度及本公司之香港僱員花紅制度，
以及 (2)有關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提出之六項首要調查結果之跟進檢
討報告及主要監控之測試。總括而言，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之主要調
查結果如下：

1.(a) 本公司陳列室業務之佣金制度

羅申美透過測試截至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務年度完成之交易，
注意到陳列室佣金制度在設計上已有充分監控，並認為有關監控已有效
實施。羅申美指出，透過對有關核實程序設立額外獨立準確檢查功能，可
進一步監控若干顧問費之計算及僱員佣金計算之保證水平，而本集團亦
已自當時起採納有關建議。

透過測試所進行主要監控，羅申美指出對監控代理銷售佣金及顧問費用
之實施上有部分次要例外情況，惟其認為該等例外情況並無嚴重損害內
部監控之效能。

1.(b) 香港僱員花紅制度

羅申美注意到，批核花紅計劃、表現評核、計算及支付花紅有充分及有效
監控。概無就本公司香港僱員花紅制度之主要監控措施測試中發現任何
例外情況。

2. 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之六項首要調查結果

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識別之六項首要調查結果並非全部與處理
非法行為有關，乃由於對本公司作出更全面之監控而產生。有關結果與下
列指定方面有關：

(i) 本公司之資料保密及密碼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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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檢查本集團SAP系統（即本集團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及AG系統（即代
理佣金系統）內之交易；

(iii) 就向旅遊社支付佣金之若干監控；

(iv) 就銷售點系統及零售業務之若干監控；

(v) 就甄選賣方（即向本集團出售原材料之人士）及監察買方職能之若干
監控；及

(vi) 集團購貨及採購責任之區分。

於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內，羅申美信納本公司就處理二零零八
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提出之六項首要調查結果已採取充分補救行動，且
在其就該等方面之檢討報告中並無發現重大不足之處。

於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羅申美識別其他內部監控弱點，該等弱點已
獲分類為低或中風險，但與非法行為無關。羅申美認為，屬低或中風險之內部
監控弱點對本集團之業務並無構成重大即時威脅。在本集團整體營運環境、電
腦災難復原規劃、銷售業務、採購及開支、存貨監控、現金及固定資產管理等
方面已獲識別為仍有改善空間。本公司在此等方面一直實施程序及採取修正
行動。就於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所識別有改善空間作出之所有建議，
均已按照時間表採納。另外已訂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財政年度
內完成之四項建議，亦將相應作出跟進。本公司將於其日後刊發之年報中向股
東匯報就屬低至中級風險之內部監控弱點實施補救措施之情況。

董事之意見

制定及實施任何業務日常營運之內部監控之主要職責固然由本公司執行管理
層負責。在此情況下，鑑於廉署檢控及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執行董
事已尋求修改及提升本公司之內部監控。務請注意，雖然廉署檢控乃針對個別
人士而非本公司，而本公司並無參與非法行為，惟執行董事信納本集團制定之
內部監控系統足以有效處理與非法行為相關之弱點及二零零八年內部監控檢
討報告識別之六項高風險事項，而本集團目前之內部監控系統為足夠及有效
防止類似非法行為之事件重複發生。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當時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主動要求逐步取消有關本集團
陳列室銷售業務之現金交易。在尋求減少重複發生非法行為之情況下，獨立非
執行董事支持更改業務顧問之身分及使用業務顧問之條款。根據二零零九年
內部監控檢討報告、羅申美先前向本公司就處理與非法行為相關之內部監控
弱點及羅申美識別屬高風險之內部監控弱點之建議、羅申美與本公司管理層



– 7 –

（特別是執行董事）進行之討論，及本公司管理層（特別是執行董事）就全面執行
並將繼續全面執行羅申美向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報告中及其先前作
出之建議；及就彼等本身採納載於二零零九年內部監控檢討報告之一般聲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謹此確認，彼等認為本公司已設立內部監控系統，倘該系統獲
全面及持續實施，將可足夠及有效處理與非法行為相關之內部監控弱點及羅
申美所分類為高風險之內部監控弱點。

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內部監控一直為「進行中之工作」且不斷改進。董事會
將繼續定期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而該等系統之設計目的為對發錯誤
聲明或損失以及管理本集團營運制度一旦出現錯誤所造成風險之情況下，提
供合理但非絕對之保障。根據該等條件之規定，本公司已承諾就二零零八年內
部監控檢討報告所識別屬低或中風險之內部監控弱點實施之補救措施，向股
東匯報。

非法行為對本公司之營運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接獲稅務局發出之函件及額外稅項評
核，內容有關是否可扣除於非法行為發生期間（即由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五年）
產生之代理佣金款項及業務推廣費之持續爭議，據此，額外稅項評核及建議調
整帶來之經修訂稅項負債將達港幣38,800,000元。誠如本公司二零零八╱零九年
度之業績公佈所述，本公司已就該款項作出全數撥備，惟反對該經修訂評核。
本公司已披露，倘本集團未能就所採納稅務處理方法成功抗辯，本集團或須承
擔重大額外稅務責任及可能繳交罰款，而根據現行稅法，該罰款或會高達稅務
局所評核任何漏報稅項之三倍。本公司亦已披露，董事認為無法切實估計倘稅
務局就代理佣金款項與業務推廣費用之質疑落實情況下可能產生之額外稅務
責任金額。除該等額外稅務責任不明朗之限制下，董事會並不認為非法行為對
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已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恢復股份買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起
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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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條件」 指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之
公佈所載，聯交所就恢復股份買賣施加之條件；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廉署」 指 廉正公署；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羅申美」 指 羅申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邱安儀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邱安儀女士 崔志仁先生
黃岳永先生 包安嵐先生
張子健先生 幸正權先生
黎子武先生
周國瑛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