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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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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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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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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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521  2,806,390 

銷售成本   (1,807,364)  (1,566,789) 

毛利   1,377,157  1,239,601 

其他收入及收益   136,385  64,7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931,590)  (813,207) 

行政費用   (362,704)  (340,798) 

其他費用   (12,343)  (17,076) 

融資成本   (3,602)  (5,403) 

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409) 

聯營公司   767  4,861 
      

除稅前溢利 (2)及(3)  204,070  132,316 

所得稅費用 (4)  (45,877)  (23,094) 

期內溢利   158,193  109,222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1,123  108,920 

非控股權益   (2,930)  302 

期內溢利   158,193  109,222 
      

中期股息 (9)  42,377  4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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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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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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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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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93  109,222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異   6,293  (1,629)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114,942  108,998 

      
應佔聯營公司全面收入   735  16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21,970  107,53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80,163  216,757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84,082  216,334 

    非控股權益   (3,919)  423 

   280,163  21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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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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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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320  1,001,923 

土地租賃預付款   18,149  18,392 

商譽   39,048  39,048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116,519  115,017 

持有至到期投資   70,851  - 

可供出售投資   520,336  405,394 

已付購買物業訂金   56,000  - 

遞延稅項資產   33,217  35,71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72,440  1,615,491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862,542  918,329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396,427  442,119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58,867  442,900 

關連公司欠款   2,779  2,308 

聯營公司欠款   1,863  1,285 

以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  12,018 

已抵押存款   27,130  28,799 

現金及現金等額   1,478,033  1,712,043 

流動資產總值   3,227,641  3,559,801 

      

流動流動流動流動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632,647  838,66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931,932  933,203 

欠聯營公司款項   7,763  10,624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146,058  225,318 

應付稅款   434,401  420,439 

流動負債總值   2,152,801  2,428,245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074,840  1,13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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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7,280  2,74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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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568 

非控股股東長期貸款   9,400  9,400 

遞延稅項負債   15,834  19,774 

非流動負債總值   25,568  29,742 

資產淨值   2,821,712  2,71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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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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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股本 (8)  105,941  105,941 

儲備   2,532,294  2,290,482 

擬派股息   42,377  175,863 

   2,680,612  2,572,286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41,100  145,019 

權益總值   2,821,712  2,71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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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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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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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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採納者無需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披露比較信息的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 24(經修訂)  關聯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 32修訂本  股權發行的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 詮釋 14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界定財務負債與權益工具 － 詮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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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修訂本  披露 － 轉讓財務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9  財務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0  合併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1  共同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3  公平價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 1 (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 3 香港會計準則 12 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2 香港會計準則 19 (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 27 (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 28 (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1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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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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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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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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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177  2,347,101  387,344  379,885  55,000  79,404  3,184,521  2,806,390其他收入及收益  23,523  17,164  25,614  24,066  12,285  10,976  61,422  52,206

             總計  2,765,700  2,364,265  412,958  403,951  67,285  90,380  3,245,943  2,858,596

             分部業績  173,124  157,535  897  2,718  732  789  174,753  161,042

             利息收入            9,708  3,650未分配收入            65,255  8,891未分配費用            (42,811)  (40,316)融資成本            (3,602)  (5,403)應佔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  (409)  -  -  -  (409)聯營公司  -  -  767  4,861  -  -  767  4,861除稅前溢利            204,070  132,316所得稅費用            (45,877)  (23,094)

             期內溢利            158,193  109,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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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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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8  91,321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244  238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804  4,892 

徵收物業補償之稅前收益(*) (63,385)  - 

利息收入 (9,708)  (3,650) 

 

(*) 補償收益引致的所得稅費用準備本期計提 19,142,000 港元，已包括在附註(4)的所得

稅費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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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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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6.5 %（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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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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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  1,830 

本期 – 其他地區 44,452  28,219 

遞延 (1,222)  (6,955) 

 45,877  23,094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費用為 361,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7,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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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 161,123,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08,920,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 1,059,414,000 股（二零一零年：1,059,414,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

的認購價高於期間的平均市場價，故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

被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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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378,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90,124,000 港元）及應收票據 49,049,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51,995,000 港元）。於期末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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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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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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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55  263,484 

少於四個月 60,690  117,362 

四至六個月 3,461  3,576 

超過六個月 6,572  5,702 

 347,378  3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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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款及票據於期末報告日的賬齡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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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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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592  827,252 

四至六個月 5,750  7,185 

超過六個月 5,305  4,224 

 632,647  83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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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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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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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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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4.00 港仙（二零一零年：

4.00 港仙）予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派付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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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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國內地零售市況仍然暢旺，而澳、紐零售業務表現已有改善，故集

團零售總額錄得雙位數的升幅。期內通脹升溫及經營成本上漲，尤以中國內地市場為甚。管

理層雖在第二季起將中國內地零售價調升，但仍未足以將所增加的成本全數轉嫁予消費者。

故中國內地真維斯溢利的增長，未能與營業額同比例上升。出口總額比對去年大致持平；但

因成本上揚，單價升幅滯後，使毛利率受壓。幸出口業務僅佔集團總銷售額約 12.16%，所以

對集團業績影響不大。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 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3,184,521 2,806,390 ↑13.47%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B.  澳、紐零售總額 
2,194,115 

548,062 

1,878,350 

468,751 

↑16.81% 

↑16.92%  

小計 2,742,177 2,347,101 ↑16.83% 

C.  出口銷售總額 387,344 379,885 ↑1.96%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其中： 

A.  徵收物業補償淨收益 

B.  經常性溢利 

161,123 

 

44,243 

116,880 

108,920 

 

－ 

108,920 

↑47.93% 

 

－ 

↑7.31%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15.21 10.28 ↑47.96% 

中期每股股息 4.00 4.00 －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1,358,771 

 

1,070,068 

 

↑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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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中央政府雖不斷抽緊銀根，以宏觀調控

措施遏制過熱的行業及持續升溫的通脹；但因國家發展策略正從依賴出口帶動，轉至以

發展內需來拉動經濟，故零售市道持續暢順。集團所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日益熾

熱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擴大所佔的市場份額；及如何在經營成本不斷上漲下，嚴控成本、

提升效率及增強採購產品的議價能力，使溢利率得以保持。期內產品的出廠價、工資、

舖租均以雙位數的幅度上升，管理層為了照顧消費者心理上的接受能力，在零售價調升

上，沒有一步到位，將增加的成本全數轉嫁；故經營溢利增長率低於銷售增長。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零售總額比對去年同期，增長了 16.81%達 2,194,115,000 港元(二零

一零年：1,878,350,000 港元) 。 

 

集團的澳、紐零售業務表現較去年為佳。雖然來貨價增幅不少，但澳元兌美元匯率也有

雙位數的升值，故成本上漲壓力相對減輕。加上已糾正了去年因較為進取的設計所引起

的困擾，故營業額及溢利率較諸去年同期均有所改善。 

 

上半年度澳、紐零售總額錄得 548,062,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468,751,000 港元)，相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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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上升了 16.92%。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集團零售業務總營業額合共錄得 2,742,17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2,347,101,000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6.83%，其佔集團銷售總額亦從去年的 83.63%

上升至 86.11%。 

 

期內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受惠於香港興旺的零售市道，而品牌在內地市場已

漸為大眾所認識，故銷售額比對去年同期上升了 20.71%。毛利率亦較去年同期略高。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店舖合共有 60 間(二零一零

年：59 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 30 間(二零一零年：24 間)及在中國內地有 30 間(二零

一零年：3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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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 間(二零一零年：2,798 間)，其中

真維斯在中國內地有店舖 2,864 間(二零一零年：2,467 間)，內含直接經營店 1,192 間(二

零一零年：1,058 間)。在澳洲及紐西蘭，JEANSWEST 共有店舖 228 間(二零一零年：232

間)，其中包括 6 間(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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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零售市場的復甦仍嫌力度不足，故產

品出口單價的調升，依然追不上生產成本上揚的幅度，故管理層除悉力嚴控成本外，寧

願少接毛利過低的訂單。故期內出口金額雖微升但溢利同比則出現負增長。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上半年度，集團生產出口額為 387,344,000 港元(二零一

零年：379,885,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微升 1.96%，佔集團總銷售額約 12.16%。 

 

3. 財務狀財務狀財務狀財務狀況況況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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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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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持審慎的樂觀態度。集團零售業務所在的市場，市道依然活躍，

但經營成本特別在中國內地升幅頗大，加上市場競爭激烈，使零售商提價能力受到制約，往

往不能將增加的成本全數反映在售價上。管理層除嚴控成本外，將加強品牌的投資及店前服

務，務求使顧客感到，雖然商品單價提升，產品的價格依然超值，而樂於繼續惠顧。同時真

維斯在中國內地的擴展速度，將會略為加快。期內 JEANSWEST 的零售網絡已開始伸延至香

港，新近開設的三間 JEANSWEST 香港自營店，自開業以來市場反應良好，估計年內其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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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將增至近十間。在澳、紐市場管理層仍將以審慎的步伐，於商品設計上加添趨時的元素；

投資在品牌的力度亦會增加，希望進一步擴大所佔的市場份額。 

 

出口業務在下半年希望能有輕微改善；洋行採購業務在新產品開拓方面亦會加強，以爭取將

效益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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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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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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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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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載之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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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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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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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