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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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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陸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連同二零一零年同期比較數字。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核數師

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利潤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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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列)

收入 3 401,916 412,560

銷售成本  (268,303) (267,641)

毛利  133,613 144,9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866 8,799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484) (28,426)
行政費用  (32,209) (50,751)
其他費用  (14,048) (17,833)
融資成本  (21,794) (17,517)
應佔共同控制機構之溢利及虧損  37 140
應佔聯營公司之溢利及虧損  162 (1,557)

除稅前溢利 4 47,143 37,774

所得稅支出 5 (18,898) (19,091)

本期溢利  28,245 18,683

應佔溢利：   
母公司擁有人  28,595 19,857
非控股權益  (350) (1,174)

  28,245 18,683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每股盈利 6  

基本  HK 5.6 cents HK 3.9 cents

攤薄  HK 5.6 cents HK 3.9 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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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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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利  28,245 18,683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86,459) (38,211)

其他本期全面虧損  (86,459) (38,211)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58,214) (19,528)

應佔全面（虧損）／收益：   
 母公司擁有人  (57,619) (20,822)
 非控股權益  (595) 1,294

  (58,214) (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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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29,326 1,010,914
投資物業  1,241,032 1,286,70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5,441 17,741
商譽  183 183
共同控制機構之投資  4,411 3,828
聯營公司之投資  95,044 113,424
訂金  131,612 138,331
非流動資產總值  2,417,049 2,571,125
流動資產   
待發展物業  34,770 36,552
存貨  101,204 93,206
應收賬款 8 93,197 68,67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28 36,256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值的債券投資  1,094 1,094
現金及現金等值  174,842 179,802
流動資產總值  439,935 415,583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52,668 53,6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5,601 121,850
應欠董事款項  75 75
應欠關聯公司款項  4,344 4,344
附息銀行及其他借款  271,042 293,666
應付稅項  38,764 35,792
流動負債總值  472,494 509,421
流動負債淨值  (32,559) (93,838)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384,490 2,477,287
非流動負債   
附息銀行及其他借款  85,862 110,602
租務按金  20,079 23,051
撥備  5,100 5,170
遞延稅項負債  215,299 212,586
非流動負債總值  326,340 351,409
資產淨值  2,058,150 2,125,878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行股本  5,120 5,114
儲備  2,057,762 2,114,673
擬派末期股息  - 10,228

  2,062,882 2,130,015
非控股權益  (4,732) (4,137)
總權益  2,058,150 2,12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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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均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交易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6 之披露規定而編製。此財務報告不包括年報內規定之所有資料及披露，及應

與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告一起閱讀。 
 
除以下會影響本集團並且在本期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用新的和經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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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和解釋公告）外，本中期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和編制基礎與截至二

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財務報表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披露比較資料獲得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聯方披露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2 號「金融工具：呈列－

 配股之分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 

（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

 號「最低資金要求之預付款」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除上述外，本集團已採用二零一零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當中修訂若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主要旨在消除不

一致條文及澄清字句。 
 
* 二零一零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改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3 號之修訂。 
 
除下述外，採納該等全新及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對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對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要求對中期財務報表中金融資產分類之公允價值及變動作出額外披露。 
 
本集團在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並未採納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高度通貨膨脹及刪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金融工具：披露 － 轉讓金

 融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

 資產」2 
 

  
 1 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初始應用該等新制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至今所得結論認為該等新制訂及經修訂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和財政狀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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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部資料 
 
本集團經營業務乃按業務及供應之產品性質而分開組成及管理。本集團各項分類業務是指該業務提供之產品及服務

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分類業務之一個策略業務單位。下表呈列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零年六月

三十日止六個月按業務分類的收入及業績之資料。 
 水泥產品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中成藥產品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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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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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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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外界客戶 332,741 354,962 64,929 53,238 - - 440 641 3,806 3,719 401,916 412,5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224 805 10 5,365 - - 42 - 33 - 1,309 6,170

 333,965 355,767 64,939 58,603 - - 482 641 3,839 3,719 403,225 418,730

分部業績 7,833 13,301 50,979 44,214 (515) (2,106) (758) (1,546) (12,152) (17,301) 45,387 36,562

調整:      

利息收入      1,557 1,465

金融衍生工具之公允值 

溢利      - 1,164

應佔聯營公司 

之溢利及虧損 402 (1,363) - - (240) (194) - - - - 162 (1,557)

應佔共同控制機構 

之溢利及虧損 - - 37 140 - - - - - - 37 140

除稅前溢利      47,143 37,774

所得稅支出 (6,716) (8,351) (12,182) (10,740) - - - - - - (18,898) (19,091)

本期溢利      28,245 18,683

其他分部資料：      

折舊 27,320 30,296 773 641 40 40 88 80 77 632 28,298 31,689

資本支出 4,958 28,131 1,032 - - 6 - - 77 64 6,067 28,201

聯營公司借貸減值 - 1,883 - - - - - - - - - 1,883

 
下表呈列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業務分部的分部資產及負債之資料： 
 

 水泥產品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中成藥產品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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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207,618 1,262,062 1,436,544 1,450,969 77,942 79,701 4,137 5,264 31,288 71,460 2,757,529 2,869,456

調整:      

應佔聯營公司之投資 13,296 37,069 - - 81,748 76,355 - - - - 95,044 113,424

應佔共同控制機構之投資 - - 4,411 3,838 - - - - - - 4,411 3,828

資產合計      2,856,984 2,986,708

分部負債 463,224 512,508 311,459 317,032 256 495 4,528 4,724 19,367 26,071 798,834 860,830

調整:      

未分配負債      - -

負債合計      798,834 8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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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於期內在扣除退回及貿易折扣後貨物賣出之淨發票價值，及從投資物業所得之未扣除費

用前之租金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水泥銷售 332,741 354,962
租金總收入 64,929 53,238
電子產品銷售 2,368 2,204
中成藥產品銷售 440 641
夾板及其他木製品銷售 1,438 1,515

 401,916 412,5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利息收入 1,557 1,465
金融衍生工具之公允值溢利 - 1,164
出售廢置物料收益 1,224 442
其他 85 5,728

 2,866 8,799
   
4.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列)

  
已售存貨成本 261,395 261,549
折舊 28,298 31,689
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334 1,426

     
5.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海外 15,494 17,302
遞延稅項 3,404 1,789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8,898 19,091
   

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利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當時之稅率，並根據現行法例、詮釋及慣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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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利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乃根據：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利  

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利所採用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盈利 28,595 19,857
 
 
 股份數目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基本每股盈利所採用期內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511,901,110 511,393,418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認股期權 112,715 523,740

計算攤薄每股盈利所採用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512,013,825 511,917,158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於二零一一年十月六日或之前派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 仙（二

零一零年：港幣 4 仙）予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八日名列股東名冊之股東。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易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需彼等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 60 日內支付。

本集團對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保持嚴謹控制。 
 

過期未繳餘額一般由高級管理層審閱。按上述及現況，本集團之應收賬款為大量之分散客戶，並無重大的信貸集中

風險。應收賬款為不附有利息。 
   
  於報告期末，減值後應收賬款淨額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58,824 41,535
31至60天 21,812 11,597
61至90天 7,667 3,782
91至120天 2,247 3,222
120天以上 2,647 8,537

 93,197 6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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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按付款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28,123 17,930
31至60天 9,447 6,408
61至90天 1,936 3,974
91至120天 2,772 399
120天以上 10,390 24,983

 52,668 53,694

 
10. 比較金額 
 

部份比較金額已重新分類以符合本期之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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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越南錄得 5.6%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與去年同期比較減少了約 0.5%。期內越南的經濟狀況與二零

一零年底比較並無明顯改善，政府主要致力於壓抑飆升的通脹率。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的上半年，越南的通脹率

與去年同期比較仍高企於 16%。政府採取多項緊縮措施以壓抑通脹，其中包括中央銀行多次提升利率及政府大幅削減公共

開支等等。於期內，借貸利率普遍高於 20%以上，因此令到越南整體經濟及投資活動顯著放緩。 

 

另一方面，受外貿赤字上升所影響，越南盾相對美元於期內貶值了約 6%，亦令到對越南經濟前景已較為脆弱的投資者信

心更為動搖。根據越南計劃及投資部資料顯示，越南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共錄得約 56.7 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只相等約

去年同期的 62.7%。在目前惡劣的經濟環境下，集團於越南的主要投資項目包括水泥業務及寫字樓出租業務，正處於較為

艱難的時期。須待通脹壓力稍為舒緩，利率回落時，經濟及投資活動才可望回復增加。雖然越南經濟於短期內仍然波動，

但集團對其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仍表示樂觀。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之六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401,916,000 港元，與去年同期錄得之 412,560,000 港元比較減

少約 2.6%。本集團營業額主要來自水泥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其中水泥業務之營業額為 332,741,000 港元，與去年同期比

較減少約 6.3%；而物業投資業務之營業額則為 64,929,000 港元，與去年同期比較上升約 22%。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度，錄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淨溢利 28,595,000 港元，與去年度同期錄得之淨溢利 19,857,000

港元比較上升約 44%。 

 

水泥業務 

 

集團上半年的水泥銷售量為 962,000 噸，與去年同期比較下跌 10.6%。銷售量下跌主要受到越南政府緊縮經濟政策影響，

致令建築及基建發展全面放緩，而導致市場對水泥的需求減少所致。 

 

在生產方面，期內生產成本普遍跟隨高企的通脹率上升，與去年同期比較，煤炭漲幅達四成，其餘電、鐵礦石及石膏等原

材料漲幅約有兩成。幸而集團的水泥廠於期內亦能將水泥平均售價提高了約 22%，其足以彌補成本上漲的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借貸利率飆升導致財務成本大幅上升，加上越南盾貶值，致使期內水泥廠利潤被大幅蠶食。因此，集團水

泥廠於今年上半年只能錄得扣除稅項及利息支出後的盈虧平衡，去年同期則錄得港幣 3,587,000 元的盈利。 

 

展望下半年，越南政府期望通脹率將稍為回穩，利率可望於本年第四季度獲輕微下調。然而面對目前仍然嚴峻的經濟環境，

通脹仍然高企、需求疲弱及越南盾可能再貶值等的挑戰，估計水泥廠於下半年經營環境仍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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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貿易中心及其他投資物業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越南錄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只有約 56.7 億美元，較去年同期明顯減少。在租務市場方面，胡志明市的

寫字樓需求量及供應量於期內均錄得溫和增長。由於信貸緊縮、借貸成本高昂及建築成本上升等影響，市場上在建的寫字

樓項目正減慢發展，而新建項目亦大幅減少，估計對未來數年寫字樓的供應量將有所限制。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集團旗下西貢貿易中心的出租率回升至約 79%（二零一零年底：76% ; 二零一零年中：75%），

平均租金則與二零一零年底相若。期內西貢貿易中心對本集團利潤貢獻與去年同期比較上升約 15%。估計西貢貿易中心的

出租率及整體租金收入於下半年仍有輕微增長。 

 

集團位於中國及香港的其他投資物業整體租金收入則平穩。 

 

物業發展 

 

於期內，由於受到利率上升及政府緊縮措施所影響，按揭利率高達 20%以上，越南整體物業發展及物業交易市場幾乎陷於

停頓。 

 

集團於胡志明市平新郡的住宅發展項目，預計於年底前動工興建第一期兩幢共 240 個住宅單位。但集團亦將因應市場情況

而調整其發展步伐，目前預計項目的建築工程，須待市場較為穩定及明朗的情況下才會全速進行。 

 

另外，蒙古的經濟狀況於期內明顯改善，集團正加速其位於烏蘭巴托的住宅地產項目發展。目前正興建第一期共 20 間包

括獨立屋及排屋，總建築面積約 7,600 平方米，估計將於二零一二年十月全部完成。集團預計該項目將於本年第四季度進

行預售。 

 

中成藥業務 

 

集團於中成藥業務在未扣除非控股權益之半年營運虧損約 758,000 港元，與去年同期之 1,546,000 港元虧損比較減少約 51%。 

 

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 仙予各股東。 
 

財務回顧 
流動資金及資金來源 

 
本集團之現金、銀行結餘及定期存款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為 174,842,000 港元（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79,802,000 港元）。本集團之總借貸為 356,904,000 港元（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404,268,000 港元）;當中 271,042,000

港元須於一年內付還，及 85,862,000 港元須於一年後付還。本集團之借貸主要包括港幣、美元及越南盾所佔比例分別為

12.9%、28.1%及 59%。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率（以淨負債除以淨負債及股本之總和）為 16%（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7%）。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僱員數目約 1,670 人，大部份位於越南。於期內，總員工費用(包括董事酬金)約 26,500,000

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年報內所述比較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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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詳情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若干固定資產帳面淨值約為 837,332,000 港元及若干投資物業可載值約為 166,000,000 港元已抵

押予銀行以獲取本集團之貸款設施。 

 

匯率波動及有關對沖風險 

 

本集團於越南之投資均面對外匯波動之風險，特別由越南盾可能貶值所帶來之風險。因越南盾並非自由流通之貨幣，所以

市場上缺乏對沖工具或該等對沖工具成本效益不高。加上由於越南盾對美元有很大之息差，亦令建立有效防禦越南盾貶值

之對沖較為困難。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越南盾相對美元之兌換率與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約有 6%之貶值。

期內本集團之匯兌虧損為 13,996,000 港元。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年報內所述用以減低外匯風險之策略比較

並無重大改變。 

 

或然負債詳情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於二零一一年十月六日或之前派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 仙（二零一

零年：港幣 4 仙）予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八日名列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六日（星期一）至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不會進行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各股東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

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金鐘匯中心二十六樓，本公司

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理過戶登記手續。中期股息支票將於二零一一年十月六日或之前寄發。 

 

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購買、贖回或出售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列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內，已符合香港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4

所載守則條文（「守則」）之規定。 

 

(i) 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 A.2.1 條規定分別設立本集團之董事長及集團行政總裁職務。目前本公司董事長及首席執行官

之職務均由陸擎天先生擔任。陸先生為本公司之創辦人，並一直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及首席執行官，全面負責本公司的

整體管理工作。本公司認為，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及首席執行官職務可提升本公司之企業決策及執行效率，有助本集

團更及時地抓緊商機。本公司認為在董事會和獨立非執行董事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利益可獲得足夠及公

平之代表性。  

 

(ii) 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主席或董事長無須輪流告退。董事會認為因本公司主席之責任為負責制訂及施行本

公司策略，對本公司之業務穩定十分重要，因此該差異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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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 條之規定成立。其目的為對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進行審閱及提供

監察。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了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易。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在中期報告期間均已遵

守標準守則。 

 

刊發業績公佈及年報 

 
本公司於本公司網站(www.luks.com.hk)及香港交易所發行人資訊之專用網站(www.hkexnews.hk)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陸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陸擎天 

二零一一年八月三十一日，香港 

 

於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陸擎天先生、鄭嬙女士、陸恩先生、范招達先生及陸峯先生，以及獨立非執
行董事劉歷遠先生、梁仿先生及譚根榮先生。 
 

* 僅供識別 

http://www.luks.com.hk/
http://www.hkexnew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