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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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OUS SUN ENTERPRISES LIMITED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806,390  2,614,668 

銷售成本   (1,566,789)  (1,474,207) 

毛利   1,239,601  1,140,4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64,747  62,999 

銷售及分銷成本   (813,207)  (726,693) 

行政費用   (340,798)  (327,421) 

其他費用   (17,076)  (15,060) 

融資成本   (5,403)  (4,469)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09)  (477) 

聯營公司   4,861  19,998 
      

除稅前溢利 (2)及(3)  132,316  149,338 

稅項 (4)  (23,094)  (28,067) 

期內溢利   109,222  121,271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8,920  123,643 

少數股東權益   302  (2,372) 

期內溢利   109,222  121,271 
      

中期股息 (9)  42,377  4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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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5a)  10.28  11.67 
      

攤薄後 (5b)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4.00  4.00 

    
    
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109,222  121,271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異   (1,629)  27,439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108,998  26,221 

      
應佔聯營公司全面收入   166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07,535  53,66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16,757  174,931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6,334  176,783 

    少數股東權益   423  (1,852) 

   216,757  17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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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中期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2,933  974,903 

投資物業   52,667  52,667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222  18,460 

商譽   36,119  36,119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7,502  7,911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51,834  146,807 

可供出售投資   264,267  155,269 

遞延稅項資產   23,668  17,58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07,212  1,409,719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761,134  749,840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429,076  487,53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58,280  332,389 

衍生財務工具   -  157 

關連公司欠款   3,185  4,088 

聯營公司欠款   1,732  1,266 

已抵押存款   28,006  24,508 

現金及現金等額   1,259,737  1,291,638 

流動資產總值   2,841,150  2,891,418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565,895  645,7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853,887  828,125 

欠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  9,921 

欠聯營公司款項   8,084  7,013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17,396  188,691 

應付稅款   373,788  370,103 

流動負債總值   2,019,050  2,049,61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822,100  841,8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29,312  2,251,520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279  471 

少數股東長期貸款   9,400  9,400 

遞延稅項負債   19,833  19,827 

非流動負債總值   29,512  29,698 

資產淨值   2,299,800  2,2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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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05,941  105,941 

儲備   2,000,351  1,826,249 

擬派股息   42,377  138,889 

   2,148,669  2,071,079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151,131  150,743 

權益總值   2,299,800  2,2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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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和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了採納以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外，編制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主要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或已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

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額外豁免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 股份付款 －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 27(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 39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9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 沖項目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分配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 詮釋 1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5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5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和終止經營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發佈的  － 出售附屬公司控制權益之計畫的修訂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詮釋 4(於二零零九年  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 十二月修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以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首次採納者無須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7披露比較信息的有限豁免的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財務工具 4 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  關聯人仕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 32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 32財務工具：呈列 － 股權發行之 

  分類的修訂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 詮釋 14最低 － 詮釋 14修訂本  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的修訂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界定財務負債與權益工具 2
 － 詮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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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 2010年 2月 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於 2010年 7月 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於 2011年 1月 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於 2013年 1月 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下列表格分別列出本集團各營運分部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分部收入及分部業績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其他業務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分部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2,347,101  2,167,585  379,885  364,583  79,404  82,500  2,806,390  2,614,668其它收入及收益  17,164  24,117  24,066  17,269  10,976  6,485  52,206  47,871

             總計  2,364,265  2,191,702  403,951  381,852  90,380  88,985  2,858,596  2,662,539

             分部業績  157,535  157,958  2,718  2,485  789  850  161,042  161,293

             利息收入            3,650  4,013未分配收入            8,891  11,115未分配費用            (40,316)  (42,135)融資成本            (5,403)  (4,469)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409)  (477)  -  -  (409)  (477)聯營公司  -  -  4,861  19,998  -  -  4,861  19,998除稅前溢利            132,316  149,338稅項            (23,094)  (28,067)

             期內溢利            109,222  121,271

 

* 期間並沒有業務間的銷售及轉發。 

 

(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91,321  88,422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238  238 

利息收入 (3,650)  (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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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 16.5%（二零零九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

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 – 香港 1,830  4,816 

本期 – 其他地區 28,219  23,251 

遞延 (6,955)  - 

 23,094  28,067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費用為 7,455,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7,563,000 港元），已計入本中期

合併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 

 

(5)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 108,92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23,643,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二零零九年：1,059,414,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認購價高於期間

的平均市場價，而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未有攤薄事項發生。因此，兩個期

間均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 

 

(6) 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已扣除減值準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共 338,191,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51,516,000 港元）及應收票據 90,885,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36,016,000 港元）。於結算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應收貿易賬款

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86,802  277,964 

少於四個月 136,888  67,104 

四至六個月 9,987  4,258 

超過六個月 4,514  2,190 

 338,191  351,516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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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共 519,364,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2,002,000 港元）。下列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507,441  583,679 

四至六個月 5,430  4,167 

超過六個月 6,493  4,156 

 519,364  592,002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8)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通股股數普通股股數普通股股數普通股股數  面值面值面值面值
 千位千位千位千位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59,414  105,941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已派發末期股息 138,889  138,889 

    

擬派發中期股息 42,377  42,377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4.00 港仙（二零零九年：

4.00 港仙）予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中期股息之付款支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星期一）郵寄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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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集團的主要業務 ─ 中國零售發展平穩，營業額及毛利率相較去年同期

均有增長。毛利率有二個百份點的提升，符合管理層經營策略的預期。期內北美零售市道復

甦力度仍嫌不足；棉花價格及中國內地勞工成本均有顯著的漲幅，幸集團取得的出口單價亦

有增長，基本上能保持毛利率不致受到蠶蝕，而出口總金額同比有輕微上升。但是，集團的

澳、紐零售卻受困於呆滯的當地市道，毛利率及銷售額以澳元計同比均出現倒退，拖累集團

上半年度的股東應佔純盈利。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2,806,390 2,614,668 ↑7.33%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B. 澳、紐零售總額 

1,878,350 

468,751 

1,736,674 

430,911 

↑8.16% 

↑8.78% ＊ 

小計 2,347,101 2,167,585 ↑8.28% 

C. 出口銷售總額 379,885 364,583 ↑4.20%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108,920 

 

123,643 

 

↓11.91%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10.28 11.67 ↓11.91% 

中期每股股息 4.00 4.00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070,068 835,875 ↑28.02% ＊ 回顧期間澳幣匯率變化較大，未能反映實際經營狀況，若以澳元比較，應是倒退了 13.29%。 

 

1.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仍以真維斯品牌為主。自去年中國政府推出一連串振興經濟措施

後，宏觀經濟發展良好，復甦勢頭強勁；但在回顧期內，個別行業如房地產等出現了過

熱的跡象，而通脹亦有上升壓力。故中央近月已開始微調經濟發展政策，略為收緊寬鬆

的貨幣措施，對過熱的行業更予以遏抑。因政府政策是鼓勵內銷以拉動經濟發展，故零

售市道還算不錯，但市場競爭熾熱，租金及工資均持續向上。有鑑於近年集團中國內地

零售業務的盈利增長，相當程度是依賴銷售量來帶動；故管理層著力於提升產品的設計

及質量，增加時款的元素和品牌的投資，再透過存貨管理效率的提高，以求改善毛利率。

在回顧期內毛利率提升了二個百份點，而銷售額亦保有 8.16%的增長達 1,878,350,000 港

元(二零零九年：1,736,674,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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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澳、紐零售業務表現則較為遜色，按澳元計算，銷售額較諸去年同期倒退了 13.29%。

主要是澳元一連加息六次，使當地零售市道自去年第四季開始轉趨淡靜；加上據顧客調

查所得到的分析顯示，JEANSWEST 近兩季的設計因較為趨時，雖然能為 JEANSWEST

帶來了一些年輕的新顧客，但原有顧客未能完全接受。在呆滯的市道下 JEANSWEST 的

銷售受到影響。管理層馬上調整策略，一方面減價促銷以清減有關存貨，同時調整來季

款式設計，務求儘量將問題在回顧的上半年度予以清理。上半年度澳、紐零售總額錄得

468,751,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30,911,000 港元)，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 8.78%，但按澳

元計算則下跌了 13.29%。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零售業務總營業額合共錄得 2,347,101,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 

2,167,585,000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8.28%，其佔集團銷售總額亦從去年的 82.90%

上升至 83.63%。 

 

期內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銷售額略低於去年同期，由於去年第三季在中國內

地關閉了 5 間租金較為昂貴的店舖，至今年第二季始開始補回，所以影響營業額。但毛

利率卻較去年同期高了差不多三個百份點。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旭日極速

(Quiksilver Glorious Sun)店舖合共有 59 間(二零零九年：61 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 24

間(二零零九年：23 間)及在中國內地有 35 間(二零零九年：38 間)。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零售網絡包括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及真維斯

JEANSWEST 在中東及東南亞等國家合共有店舖 2,798 間(二零零九年：2,473 間)，其中

真維斯在中國內地有店舖 2,467 間(二零零九年：2,152 間)，內含直接經營店 1,058 間(二

零零九年：965 間)。在澳洲及紐西蘭，JEANSWEST 共有店舖 232 間(二零零九年：230

間)，其中包括 6 間特約經銷店。 

 

2.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回顧期內，集團出口業務的主要市場 ─ 美國，其零售市場的復甦力度似有若無，而中

國內地生產成本如工資及棉花價格均大幅上揚，可幸所接單價升幅大體上亦足以使毛利

率保持不墜。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上半年度，集團生產出口額為 379,885,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364,583,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微升 4.20%，佔集團總銷售額約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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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固，淨現金額及存貨水平均繼續處於健康水平。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亦有訂立外匯期貨合約，主要用以穩定澳元收入之匯兌風險。 

 

4.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28,000 人。本集團僱員之薪酬組合略優

於市場平均水平。此外，本集團亦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適當獎勵。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展望下半年業務走勢，管理層持審慎的態度。金融海嘯最困難的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但如果
認為從此走上一片坦途，經濟全面持續復甦，則嫌樂觀了一點；故管理層傾向於經濟逐步恢
復的說法。因此，堅持今年初定下的經營策略，即加大控制成本及存貨管理的力度外，繼續
以慎重的態度，穩步發展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並致力提升真維斯商品的毛利空間；在澳、
紐市場則調整 JEANSWEST 的設計，將款式設計日益趨時的步伐略為放緩，務求在吸引新顧
客之餘，不能損失舊顧客，力求在下半年內能達致預算目標。 

 

出口業務的表現估計在下半年度將有輕微改善，但幅度不會太大。洋行採購業務上，仍以開
拓新產品為主要發展方向，爭取進一步提升現時的效益。 

 

若無不可逆料的情況出現，下半年仍將可為股東帶來合理的回報。 

 

採納中文名稱為副名採納中文名稱為副名採納中文名稱為副名採納中文名稱為副名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之特別決議案，及其

後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和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及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二日之批准，中文名稱「旭日企業有限公司」已獲採納為本公司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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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上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

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至 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

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記。 

 

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楊楊楊楊    釗釗釗釗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楊釗博士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楊勳先生 、楊浩先生 、鮑仕基先生 、許宗盛  

銅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張慧儀女士及陳永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鍾瑞明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非執行董事： 

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