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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CAPINFO COMPANY LIMITED*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板股份代號：8157）
（主板股份代號：1075）

公佈

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轉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向香港聯交所申請H股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本
公司已申請將(i) ���,���,000股已發行H股；及(ii)因行使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未行使購
股權而可予發行之��,���,��0股H股，透過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之方式，在主板上市
及買賣。香港聯交所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A.0�(�)條，原
則上批准H股在主板上市及從創業板除牌。本公司亦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取
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可落實H股由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

待批准委任曾祥高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通過後，H股在
創業板（股份代號：����）之最後買賣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H股將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主板（股份代號：�0��）開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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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向香港聯交所申請H股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本
公司已申請將(i) ���,���,000股已發行H股；及(ii)因行使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未行使購
股權而可予發行之��,���,��0股H股，透過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之方式在主板上市及買
賣。香港聯交所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A.0�(�)條，原則上
批准H股在主板上市及從創業板除牌。本公司亦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取得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可落實H股由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

轉板上市以須待批准委任曾祥高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
通過後為條件，並須待曾祥高先生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後方會生
效。除上述條件外，主板上市規則第�A.0�條所載與本公司及其H股有關之所有轉板上市
條件（如適用）已達成。

轉板上市之理由

本集團為信息技術及服務供應商，其主要業務位於中國北京市。自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創業板上市以來，本集團之規模及業務一直平穩增長。董事認
為，H股在主板上市將促進其H股之流通性，提升本集團之公眾形象及於投資大眾（包括
機構投資者）中之認受性。因此，董事認為H股在主板上市將有利於本集團之未來增長、
融資靈活性及業務發展。轉板上市不會涉及本公司發行任何新H股。於轉板上市後，董
事現預計本集團之業務不會出現重大轉變。

在主板買賣H股

H股已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由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H股在創業板上市
之日期）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在H股繼續符合香港結算之證券收納
規定之前提下，股份將繼續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於H股在主板開始買賣時，
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而在中央結算系統下的所有活動均須遵守不時生
效之中央結算系統之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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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在創業板（股份代號：����）之最後買賣日期將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H股將於二
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主板（股份代號：�0��）開始買賣。

轉板上市將不會對H股之現有股票構成影響，而有關股票將繼續為法定所有權之有效憑
證，且不會涉及任何現有股票之轉讓或交換。轉板上市將不會對每手買賣單位、H股之買
賣貨幣及H股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構成任何變動。於轉板上市後，H股將按每手�,000股H股
之買賣單位以新股份代號�0��進行買賣。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採納（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曾作修改）購股權計劃，旨
在肯定合資格參與者所做的貢獻並向彼等提供與表現掛鉤之獎勵。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並且已授出購股
權，於行使時可發行合共�0,���,��0股H股。自H股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創業
板上市後，概無其他購股權可根據及已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獲要約或授出。

於本公佈日期，於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時，可發行合
共��,���,��0股H股，其中包括(i)��,���,000股H股，可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未
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行使價為0.��港元，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及
(ii)��,���,��0股H股，可於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獲行
使時發行，行使價為0.��港元，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所有該等未行使購股
權於轉板上市後將繼續根據其發行條款有效及可行使。

於本公佈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任何已發行之其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
類似權利或可換股股本證券，將轉往主板上市。根據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
權計劃將予發行於創業板上市之H股，亦將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A.�0條轉往主板上市。

競爭權益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監事、控股股東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
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直接或間接）之業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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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根據主板上市規則所進行的須予披露之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包括(i)提供網絡系統及
相關維修服務；(ii)辦公室物業租賃；(iii)專用電路租賃；(iv)接電話服務；及(v)提供票務
服務。本公司確認，該等交易不構成公司在其業務上對關連人士的任何依賴。

公眾持股量

董事確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市時，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由公
眾（定義見主板上市規則）持有，因此已遵守主板上市規則第�.0�條維持��%最低公眾持股
量之規定。

備查文件

以下文件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apinfo.com.cn）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
hk），可供閱覽：

(a) 本公司已刊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個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及年度賬
目；

(b)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報告；

(c)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d)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報告；

(e)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

(f)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有關建議轉板上市及章程修改之通函；

(g)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有關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及建議頒佈新內
部企業管治規則之通函；

(h)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有關延長發行H股之特別授權之通函；及

(i)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及主板上市規則於本公佈日期之前刊發之各份公佈及其
他公司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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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履歷

本公司於下文披露各現任董事及監事和建議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履歷，該獨立非執
行董事之任命將由股東於臨持股東大會上考慮及酌情批准：

執行董事

汪旭博士，��歲，已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現任集團行政總裁，負責集
團整體業務策略規劃及行政執行工作。汪博士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中國清華大學經濟管
理學院技術經濟專業，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加入本集團。

汪博士已與本公司簽訂董事服務合約，期限為三年，自二零零一年七月開始生效並將於
其後繼續生效，直至任何一方提出終止為止。

汪博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汪博士可獲得每月約人民幣��,000元之固定酬
金，另加董事會不時酌情釐定之花紅。

本公司已向汪博士授出可認購本公司�,���,��0股H股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須受中國
法律及法規所規限。除以上所述外，汪博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汪博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
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非執行董事

李民吉博士，��歲，現任董事長、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常務副總裁。李博
士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加入本集團，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零七年七月獲委任為
董事長。李博士於一九八八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並於二零零八年獲得華中科技大學的管理學博士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李博士歷任武
漢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總經理、首創證券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北京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總裁等職務。

李博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李博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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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李博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
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孫婧女士，��歲，自二零零九年六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
責任公司金融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孫女士於二零零一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獲得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孫女士曾任職於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新華信商業風險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及北京中關村科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孫女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孫女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孫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孫女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
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李治女士，��歲，自二零零九年六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
責任公司社會事業部項目經理。李女士於二零零三年畢業於中國石油大學，獲得企業管
理碩士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李女士曾任職於中信傳媒集團。

李女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李女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李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李女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
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潘家任先生，�0歲，自二零零一年七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北京中天廣電通信技術
有限公司董事。潘先生於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中國武漢大學物理系，獲得學士學位。於加
盟本集團前，潘先生歷任廣電部設計院副院長兼廣電部雙橋設備製造廠廠長、廣電部科
技委天線專業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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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潘先生不獲發任何酬金。

本公司已向潘先生授出可認購本公司�,��0,��0股H股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須受中國
法律及法規所規限。除以上所述外，潘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潘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
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曹軍先生，��歲，自二零零九年一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北京北廣傳媒集團運營
管理部副主任。曹先生於一九九二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獲得學士學位。於
加盟本集團前，曹先生曾任職於北京市商業學校、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及北京廣播影視集
團。

曹先生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曹先生不獲發任何酬金。

曹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曹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
連。

戚其功先生，��歲，自二零零一年七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副總經理。戚先生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專
業，獲得碩士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戚先生歷任北京電信管理局財務處副處長、局長
助理，北京市電信公司財務部經理、副總經理等職務。

戚先生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戚先生不獲發任何酬金。

本公司已向戚先生授出可認購本公司�,��0,��0股H股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須受中國
法律及法規所規限。除以上所述外，戚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戚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
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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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小冰女士，��歲，自二零零七年六月起出任非執行董事，現任中國金融電子化公司董
事。盧女士於一九九九年畢業於中國天津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加盟本集團
前，盧女士曾就職於工商銀行北京朝陽區辦事處、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負責人民銀行
信息化應用系統及金融系統國家科技攻關的管理工作。

盧女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盧女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盧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盧女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
連。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靜先生，��歲，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
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專家；亦兼任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對外經貿大學及
西安交通大學的兼職教授。陳先生於一九六七年畢業於中國清華大學自動控制專業。於
加盟本集團前，陳先生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全國銀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主
任、中國科學院成都計算機應用研究所所長等職務。

陳先生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
重選連任。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陳先生可獲得每年人民幣�0,000元之固定酬
金。

陳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陳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
連。

王化成博士，��歲，自二零零九年六月起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商學
院教授（主要從事金融管理、金融分析及會計學教學及指導工作），兼任全國會計專業碩
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會計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礦業大學等高校的兼職教
授及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銀座股份有限公司（均為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獨立董
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於此之前，王博士曾分別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任職中
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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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任職東方熱電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獨
立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王博士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獲得博士
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王博士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在會計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教學
及管理經驗。

王博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
重選連任。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王博士可獲得每年人民幣��,000元之固定酬
金。

王博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王博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
連。

宮志強先生，��歲，自二零零九年六月起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北京市鑫諾律師事
務所執行合伙人。宮先生於一九九五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於加盟本
集團前，宮先生曾任職於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

宮先生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
重選連任。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宮先生可獲得每年人民幣�0,000元之固定酬
金。

宮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宮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
連。

建議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祥高先生，��歲，香港康元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負責人。曾先生是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員。曾先生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會計學
講師，並在香港的兩家國際會計師行從事審計與稅務諮詢工作，對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會
計、稅務與審計慣例方面均有廣泛經驗。曾先生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獲經濟學
碩士學位，並於二零零四年取得上海國家會計學院的獨立董事培訓證書。並曾於二零零
二年五月至二零零七年七月期間擔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國船舶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前稱滬東重機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董事，並於二零零七年三月起擔任香港聯交所上
市公司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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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高先生將獲委任為第四屆董事會成員，任期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至第
四屆董事會屆滿之日止。

曾祥高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之酬金將為每年人民幣�0,000元加酌情花紅，由董事會薪酬
委員會根據其經驗、資歷、於本公司的職責、預期對本公司業務需付出的時間及現行市
場標準而釐定。

曾先生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曾先生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司任何高級管理
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監事

劉健女士，��歲，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獲委任為監事兼監事長，現任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
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及副總裁。劉女士於一九九三年畢業於中國上海財經大學，獲得碩士
學位。於加盟本集團前，劉女士歷任江西製藥廠副廠長、江西醫療器械廠廠長、北京萬
東醫療裝備公司副董事長兼財務總監及北京市境外融投資管理中心財務總監等職務。

劉女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劉女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本公司已向劉女士提出可認購本公司�,��0,��0股H股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須受中國
法律及法規所規限。除以上所述外，劉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劉女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
公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高遠軍女士，��歲，自二零零八年六月起出任監事，現任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
公司審計部高級業務經理。高女士於一九八三年二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二分校商業經
濟管理專業。於加盟本集團前，高女士歷任北京市財政局幹部、北京匯安經濟發展聯合
公司副總經理及北京春頤和飯莊總經理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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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
選連任。高女士不獲發任何酬金。

高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
高女士概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關連。

許向燕女士，��歲，自二零零八年五月起出任監事，作為職工代表，現任集團投資管理
中心總經理。許女士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中國天津大學管理學院技術經濟專業，獲碩士
學位，並於同年加入本集團，歷任資本運作中心、戰略管理部副經理等職務。

許女士已獲本公司僱員推選為監事，因此無須於本公司週年股東大會上參與選舉。許女
士之委任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訂明每屆監事會之年期將為三年）輪值退任或重選連
任。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許女士可獲得每月人民幣��,000元之固定酬金，另
加董事會不時酌情釐定之花紅。

本公司已向許女士授出可認購本公司���,0�0股H股之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須受中國法
律及法規所規限。除以上所述外，許女士並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任何權益。許女士概無與控股股東、任何董事、任何監事或本公
司任何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除以上披露者外，並無需要提呈本公司股東注意之事項，且並無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條之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之資料。

公司秘書

于德誠先生，��歲，自二零零八年三月出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于先生於一九九三年畢
業於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獲得商學士學位，並相繼取得了澳大利亞註冊會計師公會會
員及香港註冊會計師公會會員(AHKSA)資格。於加盟本集團前，于先生歷任北京電信通
工程公司財務總監、美國縱天科技有限公司財務總監及太維資訊有限公司財務總監等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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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章程修改」 指 修改章程以符合主板上市規則之有關規定，將由H股在主板
上市之日起生效

「組織章程」 指 經不時修改的本公司之組織章程

「聯繫人」 指 具有主板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央結算系統」 指 香港結算設立及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本公司」 指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
公司，其已發行H股（股份代號：����）在創業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主板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主板上市規則所
賦予的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註冊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0元之內資股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的臨時股東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座中國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號量子
銀座��樓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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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H股」 指 於創業板上市之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0元之境外
上市外資股

「H股股東」 指 H股持有人

「主板」 指 由香港聯交所於設立創業板前經營之證券市場（不包括期權
市場），該證券市場繼續由香港聯交所與創業板同時營運。
為免生疑問，主板不包括創業板

「主板上市規則」 指 經不時修改的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首次公開招股前 指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
其他方式修訂

「股東」 指 內資股及H股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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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內資股及H股

「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日採納及於二
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修改

「該等購股權計劃」 指 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

「轉板上市」 指 H股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中國實體之英文名稱為其中文名稱之翻譯，僅供識別。倘有不符，概以中
文名稱為準。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李民吉博士

中國北京，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對本公佈連帶承擔
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 (i)本公
佈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完整並不具有誤導性；(ii)並未遺漏任何將使本公佈
之任何內容具有誤導性的其他事實；及(iii)本公佈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
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旭博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民吉博士、孫
婧女士、李治女士、潘家任先生、曹軍先生、戚其功先生及盧小冰女士；而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靜先生、王化成博士及宮志強先生。

本公佈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及本公司網站www.capinfo.com.cn內登出，由登出日期起計為期最少七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