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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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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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2）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其共同控制實體（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比較數字。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218,349		 ��0,���
銷售成本  (145,017	)	 (�00,�0� )    

毛利  73,332		 �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68,745		 ��,���
銷售及分銷開支  (387	)	 (�,��� )
行政開支  (37,742	)	 (�0,��� )
其他開支  (34,326	)	 (��,��� )
融資成本 � (5,535	)	 (�,��� )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股權投資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11,477	)	 �0,���
重估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淨額  50,605		 ��,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0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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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 103,215		 ��,���

所得稅開支 � (20,388	)	 (��,��� )    

本期溢利  82,827		 ��,���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資產：
 公平值變動  (48,046	)	 �0,00�
 減值虧損  25,402		 –    

  (22,644	)	 �0,00�

其他儲備：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	 ���
 於出售聯營公司時解除  (4,912	)	 –    

  (4,912	)	 ���

匯兌波動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  5,653		 ���
 於出售聯營公司時解除  (3,769	)	 –    

  1,884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25,672	)	 �0,���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57,155		 �0,0��    

溢利╱（虧損）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2,827		 ��,���
 非控制權益  –		 (� )    

  82,827		 ��,���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7,155		 �0,0��
 非控制權益  –		 (� )    

  57,155		 �0,0��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重列）

 基本  2.54港仙		 �0.��港仙    

 攤薄  2.54港仙		 �0.��港仙    

有關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9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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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40		 ��,���
預付土地租金  3,086		 �,0��
投資物業  854,005		 ���,�0�
發展中物業  565,725		 ���,���
商譽  1,376		 �,���
可供出售投資  44,486		 ��,���
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  45,407		 ��,���
其他無形資產  9,090		 ��,��0
應收貸款及利息  57,470		 ���,���
已付租金按金  13,947		 ��,�0�
遞延稅項資產  377		 ���    

總非流動資產  1,607,909		 �,���,���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  578,823		 �0�,�0�
應收賬款 �0 2,782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33,631		 ���,���
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  12,432		 �,0��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股權投資  64,295		 �0,���
可收回稅項  459		 ���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439,734		 ���,0��    

  1,432,156		 �,���,���
列為待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		 ��,���    

總流動資產  1,432,156		 �,�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2,672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225		 ��,���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71,977		 ��,���
計息銀行貸款  148,422		 �0�,���
繁重合約撥備  –		 �00
應付稅項  27,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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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流動負債  282,805		 ���,���    

流動資產淨值  1,149,351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57,260		 �,���,���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739,925		 ���,���
遞延稅項負債  26,293		 ��,0��    

總非流動負債  766,218		 ���,���    

資產淨值  1,991,042		 �,���,���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3,123		 ���,���
 儲備  1,827,523		 �,��0,0��    

  1,990,646		 �,���,���
非控制權益  396		 ���    

權益總額  1,991,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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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列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呈列之全部資料及披露，
因此須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若干衍生金融工具
及股權投資則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編製，惟本集團已於本期間首次採納的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分類
  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之
 所包括之香港財務報告  修訂
 準則第�號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於二零零九年 租賃－就香港土地租賃釐定租期長短
 十二月經修訂）

此外，本集團亦採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當中載列多項主要旨在消除歧
義及闡明詞句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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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詮釋及修訂對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而該等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準則亦無重大變動，惟下列本集團由二零一
零年四月一日起應用之經修訂準則除外：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對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後發生之業務合併的會計
方法帶來重大變動。該等變動影響非控股權益之估值、交易成本之會計方法、或然代
價及分多個階段達成的業務合併之初步確認及其後計量。該等變動將影響已確認商譽
金額、發生收購期間之已呈報業績及未來報告業績。

(b)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要求將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並無喪失控制權）
被視為股權交易入賬。因此，該等交易將不再產生商譽，亦不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
外，該經修訂準則改變對附屬公司所產生之虧損及對附屬公司喪失控制權之會計處理
方法。

本集團並無在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對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
  露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  －詮釋第��號預付最低融資要求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此外，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號之修訂。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於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
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外，其他修訂均於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惟各準則或詮釋均有獨立過渡條文。

本集團正在評估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
認為雖然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導致會計政策之變動，但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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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須予呈報分類之資料呈列如下：

可報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農副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停車場		 批發市場		 產品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48,884		 34,947		 107,125		 6,595		 9,665		 11,133		 218,349
 其他收入 55		 50,665		 5,027		 638		 –		 7,201		 63,586             

 合計 48,939		 85,612		 112,152		 7,233		 9,665		 18,334		 281,935             

分類業績 3,874		 68,650		 15,064		 842		 3,436		 6,710		 98,576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額             (1,577	)
利息收入             11,751
融資成本             (5,535	)             

除稅前溢利             103,215
所得稅開支             (20,388	)             

期內溢利             8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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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農副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停車場  批發市場  產品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  ��,�00  �00,���  �,���  ��,���  ��,00�  ��0,���
 其他收入 ��  ��,��0  �,���  ���  ��  ���  ��,�0�             

 合計 ���,���  ��,��0  �0�,0�0  �,00�  ��,���  ��,���  ���,0�0             

分類業績 ��,���  ��,���  ��,��0  �,���  �,���  (��� ) ��,0��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額             (�,��� )
利息收入             �,���
融資成本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0 )             

除稅前溢利             ��,���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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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160	 �00
其他利息收入 9,591	 �,���
火災意外所收賠償 –		 �,�00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股權投資收益 737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6,704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淨額 39,790		 –
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814		 ���
確認遞延收益 –		 �0�
匯兌收益淨額 2,350		 ���
其他 6,599		 �,���   

 68,745		 ��,���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8,870	 ��,���
已提供服務成本 100,486	 ��,�0�
已售物業成本 35,661	 �0,���
折舊 3,298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030	 �,0�0
繁重合約解除淨額 (200	) (��0 )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25,402	 –
發展中物業減值 8,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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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5,535		 �,���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司
法權區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期內即期稅項：
  香港 11,084		 �0,���
  中國內地 1,026		 ���
 遞延 8,278		 �,���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0,388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佔聯營公司應佔稅項為���,000港元計入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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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母公司普通股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2,827		 ��,���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重列）
 加權平均數 3,262,467,540  ���,���,��� *
   

*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三日進行每
五股合併為一股股份之合併、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進行之公開發售及其相關紅股發行
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進行之供股及其相關之紅股發行作出追溯調整。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攤薄對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六個月期內宣派及派付股息：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九年：0.�港仙） 19,575		 ��,���
   

建議股息（待批）：
 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九年：0.�港仙） 9,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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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2,479		 �,0��
��日至��0日 240		 ���
��0日以上 231		 ���   

 2,950		 �,���
減：減值 (168	)	 (��� )   

 2,782		 �,���
   

本集團一般就分租業務給予客戶��至�0日之信貸期。一般來說，本集團不會向其他業務之
客戶給予任何信貸。

11.	 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12,672		 ��,���
   

應付賬款為免息，平均信貸期為�0日。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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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派付予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止（包括首
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間將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享有中
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不得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下
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辦理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0港元），減少約為��,�00,000港元。

物業發展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該部門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00,000港元，原因是戈林發展項目中只
有一幢洋房獲售出並入賬。緊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另外兩幢戈林洋房
獲售出，總代價約為��,�00,000港元，將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交
付。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香港住宅市場表現令人鼓舞。最近之公開土地拍賣獲物業發展商大
力支持，多項土地拍賣均錄得破紀錄之土地價格。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位於九龍紅磡佔地約�,000平方呎之住宅大廈，據此
本集團擬將之重新開發為商住綜合大廈。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前，本集團將進一步完成收購位於九龍紅磡佔地約�,000平方呎之
��層高綜合大廈。整幢大廈計劃被清拆並重新開發為銀座式綜合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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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之租金收入總額攀升至約
��,�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斥資約�0,�00,000港元收購香港商舖及住宅物業。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持有賬面淨值約為��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之商舖及住宅物業之物業投資組合。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收購有潛質商舖以增添並提升其現有投資物業組合。本集團相信，維
持平衡之物業投資組合可帶來穩定之收入來源及其潛質之資本升值。

中式街市管理及分租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該業務之收入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00港元），增加約�,�00,000港元，主要來自位於恆安邨之新
中式街市管理權之額外收入。

迄今，本集團之管理組合為遍佈��個中式街市約�,�00個舖位，總建築面積超過��0,000平
方呎。本集團亦於深圳多個城區管理��個「惠民」品牌之中式街市，合共約�,�00個舖位，
總建築面積超過���,000平方呎。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集團開始在深圳管理一個新中式街市。

本集團擬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物色更多有利之中式街市管理合約。

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該業務之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為�,�00,000港元。主要由於位
於粉嶺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貿易活動稍為下降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本集團完成出售位於常州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全部�0%權益。於
出售此項位於中國之權益後，本集團將專注將其資源投放於香港之農副產品批准市場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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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資源及短期投資約為�0�,0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總借貸約為
���,�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約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經參
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後之本集團借貸總額及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分別約為
���,�00,000港元及約為�,000,000,000港元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作為獲授總額約���,�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的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全部銀行借貸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收入大部分
以港元計值，符合本集團營運開支的貨幣需要。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活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名）全職僱
員，其中香港區僱員佔約��.��%（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按個別僱員表現及經驗而釐定。除一般薪酬
外，本集團亦因應其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向部分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其他福
利包括醫療、退休福利及專項培訓計劃。本集團為符合資格之香港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
金退休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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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香港物業市場表現理想。隨著近期香港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增加土地
供應，住宅物業市場長遠而言將可更穩健發展。內地投資者資金持續流入亦為住宅物業
市場帶來強勁需求。另外，現行按揭息率偏低、銀行體系流動資金旺盛及就業市場理想
等因素亦進一步帶動香港物業市場。

本集團致力透過物色及挑選具潛質地皮來擴大其現有物業開發土地儲備。此外，本集團
繼續補充其物業投資組合，此舉在整體上將鞏固其收入及盈利能力。

作為中式街市的主要業者，本集團銳意在香港及中國訂立更多管理合約，並利用長遠的
規模經濟效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改善管理及監控水平，以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力及營運效率，確保其可
持續發展及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豐盛回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本公司所採納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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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上市規則第�.��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控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蕭炎坤先生、王
津先生及蕭錦秋先生，蕭炎坤先生獲選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刊登業績公佈及寄發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已分別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 
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wangon.com。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之二零一零年中期
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鄧清河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為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陳振康
先生，以及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蕭炎坤先生及蕭錦
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