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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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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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4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
營業額增加 56.4%至637,12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
上半年）則為407,344,000港元。

• 毛利率由29.2%增加至30.9%。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
利由119,099,000港元增加65.5%至197,159,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溢利由33,014,000港元增
加至60,934,000港元。

• 資產淨值回報率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12.1%上升至二零一二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之 17.1%。

• 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每股盈利8.1港仙增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上半年每股盈利 14.9港仙。

• 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78.87港仙增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每股 87.4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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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Sincere Watch (Hong Kong)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37,125 407,344
銷售成本 (439,966) (288,245)  

毛利 197,159 119,099

其他收入 17 49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 (28,088) (18,16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 (63,233) (54,876)  

除稅及匯兌（虧損）收益前溢利 105,855 46,559

已變現匯兌（虧損）收益 (21,429) 7,397
未變現匯兌收益（虧損） 6,012 (23,69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16,591) 9,064  

除稅前溢利 73,847 39,327
所得稅開支 4 (12,913) (6,3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 60,934 33,01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515) 5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
總額 59,419 33,532  

每股盈利－基本 7 14.9港仙 8.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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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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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3,071 8,199

無形資產 8,092 8,092

遞延稅項資產 15,809 19,057  

36,972 35,348  

流動資產
存貨 318,080 272,85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9 173,801 159,749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5

銀行存款及現金 396,576 293,414  

888,457 726,02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10 552,252 431,736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323 18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97 536

應繳稅項 14,816 7,108  

568,688 439,568  

流動資產淨值 319,769 286,45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6,741 321,80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  

資產淨值 356,741 321,8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800 40,800

儲備 315,941 281,0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6,741 3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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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分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40,800 59,546 801 3,593 217,062 321,802

派付二零一一年股息 – – – – (24,480) (24,480)

直接在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1,515) – (1,515)

期內溢利 – – – – 60,934 60,93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2,078 253,516 356,741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0,800 59,546 801 827 146,407 248,381

派付二零一零年股息 – – – – (8,160) (8,160)

直接在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518 – 518

期內溢利 – – – – 33,014 33,014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00 59,546 801 1,345 171,261 273,753      

附註：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為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重組時所收購附屬
公司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所發行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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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35,975 183,58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33) (4,19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4,480) (8,1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03,162 171,22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3,414 102,12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6,576 27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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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呈列基準

期內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其中包括遵守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此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且由投資財團控制之公司Sincere Holdings 

Limited（「SHL」）。本公司之直屬控股公司為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之Sincere Watch Limited

（「先施錶行」）。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主要會
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
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及詮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執行董事審閱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內部報告確定其經營分部，按銷售所
在地區位置加以分析。本集團僅有手錶貿易一個業務分部。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之除稅前溢利，不包括如中央行政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匯兌
收益或虧損及董事薪酬等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未分配公司開支。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
部表現向執行董事匯報之計量方法。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分銷華貴品牌手錶、時計及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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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

不包括香港
其他

亞洲地區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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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對外銷售 457,000 150,888 29,237 637,125    

業績
分部業績 141,153 44,263 11,743 197,159   

未分配開支 (123,329)

未分配收入 17 

除稅前溢利 73,847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

不包括香港
其他

亞洲地區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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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對外銷售 319,714 66,987 20,643 407,344    

業績
分部業績 89,804 23,236 6,059 119,099   

未分配開支 (80,271)

未分配收入 499 

除稅前溢利 3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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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6,234) (6,890)

其他司法管轄區 (3,503) (939)  

(9,737) (7,829)

遞延稅項 (3,176) 1,516  

(12,913) (6,31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16.5%）計算。
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則依照有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14,359 10,242

其他員工成本 12,373 10,354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2 187  

員工成本總額 26,954 20,783  

存貨（撥回）╱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13,033) 9,084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 6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69 4,197

租賃物業之最低租約付款 24,044 21,470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無）。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24,480,000港元已獲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九
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且已於期內支付（二零一零年：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派付8,1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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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溢利60,93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33,014,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08,000,000股（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408,000,000股）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公司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出約9,1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4,234,000港元）。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3,929 129,637

應收其他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9,872 30,112  

173,801 159,749  

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30天內 72,410 71,352

31天至90天 53,159 48,488

91天至120天 – 9,791

超過120天 8,844 490  

134,413 130,121

呆賬撥備 (484) (484)  

133,929 129,637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已逾期而本
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之應收貿易賬款已於其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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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442,921 352,053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109,331 79,683  

552,252 431,736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90天內 170,916 155,556

91天至365天 237,217 159,730

超過365天 34,788 36,767  

442,921 352,053  

上述應付貿易賬款包括為數442,23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51,810,000港元）、
46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1,000港元）及8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分別以瑞士法郎、歐元及新加坡元計值之款項。

11. 關連人士交易

(a) 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向一家同系附屬公司作出2,9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4,065,000港元）之採購及向直屬控股公司作出零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無）之
銷售。

(b)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期內，董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薪酬 14,359 10,242  

董事薪酬分別由薪酬委員會及管理層按其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12.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期內佣金增加以及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增加。

13.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租金、折舊及員工成本。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董事薪
酬、其他員工成本及租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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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長足進步，本集團銷售額
由去年同期407,300,000港元飆升 56.4%至637,100,000港元。回顧期內所產生的收
益佔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銷售總額約78%。銷售額飆升乃受年
初起持續強勁市況所帶動。

毛利亦由去年同期 119,100,000港元躍升 65.5%至197,200,000港元。毛利率由 29.2%

改善至30.9%。

儘管本半年度產生的已變現匯兌虧損有所增加，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仍然由去
年同期39,300,000港元激增87.8%至 73,8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
21,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已變現匯兌收益7,400,000港元。

於本期間，部分已變現匯兌虧損被未變現匯兌收益 6,000,000港元所抵銷，而去
年同期則有未變現匯兌虧損 23,700,000港元。

收益急升及邊際利潤得以改善，帶動本集團的中期純利創下歷來新高，為
60,9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33,000,000港元增加84.6%。

本半年度的純利已佔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純利總額77.3%。

撇除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差額以及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損益，本集團除稅前純
利為105,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46,600,000

港元上升127.4%。

未變現匯兌差額自以外幣計值之應付貿易賬款產生，其按結算日現行匯率換
算，而任何估值差額其後於收益表確認為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期內佣金以及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增加，為導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升之主因。
一般及行政開支亦告上升，主要歸因於董事薪酬、其他員工成本及租金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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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正面表現，反映亞洲的華貴產品增長勢頭持續強勁，尤其是中國及香
港等亞洲最大的華貴產品市場。

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67.1港仙上升約30.3%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87.4港仙。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78.9港仙。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每股盈利亦飆升84%至14.9港
仙，而去年同期則為8.1港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之每
股盈利為19.3港仙。

地區市場表現

所有市場表現良好，並錄得可觀的收益及溢利。

香港

香港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收益之71.7%。該市場錄得強勁收益增長。銷售額自上一個期間之319,700,000

港元躍升137,300,000港元或42.9%至457,000,000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中國及澳門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23.7%。該地
區銷售額錄得最強勁增幅，由去年同期之67,000,000港元攀升125.2%至150,900,000

港元。

由於中國對華貴手錶的需求於過去六個月持續殷切，故該地區表現驕人。

其他亞洲地區

本集團其他亞洲地區（即台灣）亦表現穩健。

收益較去年同期之 20,600,000港元增加41.6%至29,200,000港元。

儘管其銷售額有所增加，惟該地區對本集團整體收益作出之貢獻由去年同期
佔本集團收益總額 5.1%下降至約 4.6%。

華貴手錶需求持續殷切，加上Franck Muller於回顧期內推出新手錶型號，故帶動
台灣銷售額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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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Franck Muller手錶及配飾之香港、澳門及中國獨家分銷商，亦為其他五
個華貴品牌－de Grisogono、CVSTOS、Pierre Kunz、European Company Watch及最新
加入之品牌Backes & Strauss之獨家代理。

本集團一直採取別樹一幟的市場推廣策略，突顯其全球手錶品牌能為顧客帶
來驚喜。當中包括在本集團多個主要市場（亦為全球華貴手錶增長最迅速之市
場）舉辦多項獨一無二之盛事。

分銷網絡及市場佔有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已將其廣闊的分銷網絡擴大至51個零售點及9家專賣店，合
共60家（較去年同期46家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在中國北京增設一家
專賣店。為改善本集團在台灣之業務，於台北Regent Shopping Mall之Franck Muller

專賣店已遷往場內較大單位。本集團於其所有市場，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及
台灣設立分銷網絡，以加強其業務發展。

此51家於區內的分銷門市由本集團於北亞地區28家獨立手錶經銷商經營。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在香港、台灣開設多個零售點，並與中國策略夥伴緊
密合作，藉以擴闊在該市場之網絡。其中包括開設北京Franck Muller專賣店。該
專賣店位於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三期。在香港透過三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周大
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及太子珠寶鐘錶公司，在澳門透過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
公司，以及在台灣透過力新鐘錶有限公司增加新零售點。

於中國，已在深圳、蘇州、大連及北京開設新分銷銷售點。

加強品牌知名度活動

與眼光獨到的顧客建立及維持品牌價值乃本集團之首要工作。因此，本集團透
過舉辦多項獨一無二的活動以鞏固本集團品牌之領導地位，包括推出嶄新之
銷售點陳設、產品設計及在相關媒體作重點產品廣告。

繼Franck Muller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在摩納哥成功舉行世界名錶及珠寶展示會
(World Presentation of Haute Horlogerie & Jewellery)後，Franck Muller集團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底再在摩納哥舉行獨家的新穎手錶及珠寶展示會，贏得本集團之主要
客戶及地區傳媒的熱烈讚賞。本集團旗下部分品牌亦參與展出，包括Backes & 

Strauss, CVSTOS, Barthelay, Pierre Michel Golay及Pierre Ku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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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為於深圳、大連及瀋陽之零售商舉辦Franck Muller的獨家活動。該等活
動於各城市的不同專貴場地舉行，以配合Franck Muller的華貴時尚形象。在該等
活動中展示了Franck Muller系列的產品及飾物，現場更以該品牌的獨特設計為
點綴。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品牌Franck Muller推出多個最具創意及備受推祟的
手錶系列，包括：

－ The Grand Prix Conquistador，獨一無二運動華貴手錶；

－ The Mariner Chronograph吸引愛好揚帆出海的人士；

－ The Skeleton Tourbillion及Double Mystery Tourbillion，手錶界的傑作。

前景

亞洲繼續推動全球華貴產品業的發展。

根據里昂證券有限公司（「里昂證券」）亞太市場報告，中國在未來十年將成為全
球最大華貴商品之市場。

里昂證券預期大中華對華貴產品之需求由現時佔全球銷售量 15%上升至二零
二零年佔44%。按照估計年增長率23%計算，中國將於未來十年成為全球最大
華貴商品之市場，總值740億歐元或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之0.6%。

瑞士鐘錶業聯會（Federation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之最新數字繼續肯定亞洲
作為瑞士鐘錶業增長主要動力之驕人地位。

根據其最近的二零一一年九月之統計數字，香港及中國雄踞瑞士鐘錶之三大
市場。香港維持第一位，而中國緊隨全球第二大瑞士鐘錶市場的美國之後，躋
身第三位。於二零一一年首九個月，香港之瑞士鐘錶進口量超過27.8億瑞士法
郎，約為美國（只達14億瑞士法郎）之兩倍。

基於利好之預測，我們預期本集團之表現繼續受惠於亞洲市場對華貴產品的
殷切需求，特別是本集團兩大市場中國及香港。本集團正籌劃在中國開設更多
分銷店，在未來數月將至少設立六至八個新零售點。

本集團亦繼續打造品牌及培養人才，以進一步擴展本集團在核心市場之領導
地位，最終為股東們帶來最大回報。



– 15 –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加強其財務狀況。本集團維持其強勁現金結
餘，現金及銀行存款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293,400,000港元上升35.2%至
396,600,000港元。現金結餘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 273,300,000港元增加
45.1%。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迄今仍維持零負債。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其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286,500,000港元
增加11.6%至319,800,000港元，且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錄得之233,600,000

港元改善 36.9%。董事們相信，本集團的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其承擔及現時
營運資金所需。

資本結構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列值，本集團具備充裕之經常現金流量，以應付營運
資金所需。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已變現匯兌虧損 21,400,000港元，而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已變現收益 7,4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有未變現匯兌收益約6,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則錄得未變現匯兌虧損約23,7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於二
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16,600,000港元，即外匯遠期合約之「按市值計算」虧損，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
半年則錄得 9,100,000港元收益。

本集團在管理財務風險以及外幣與利率上採取審慎政策。本集團繼續受惠於
其供應商提供之優惠還款條款，而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
響」時，此等條款可能不時產生未變現收益或虧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本期間內並無進行重大收購附屬公司事宜。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及重大資本資產收
購之具體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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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員工及僱傭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員工人數為 85名，包括董事（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73名）。該增長主要由於需要更多員工以提升更高營業額。僱員
按市場水平獲發薪酬，並可獲得酌情花紅及醫療福利，及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保障。

本集團一直定期檢討員工薪酬，以確保維持競爭力且符合市場慣例。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已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上文披露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之權
益外）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
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名稱╱姓名 身分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百分比
（附註1）

Sincere Watch Limited

（「先施錶行」）
實益擁有人
（附註 2）

306,000,000股 (L） 75%

Sincere Holdings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附註 3）

306,000,000股 (L） 75%

Chartered Asset Management

Pte Ltd.

投資經理 27,408,000股 (L） 6.72%

CAM-GTF Limited 投資基金 24,637,000股 (L）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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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指有關人士於股份之好倉。

2. 該等30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以先施錶行之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

3. 誠如上文附註2所述，由於Sincere Holdings Limited持有先施錶行超過三分之一已發行股本，
因而被視為於30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於期內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期內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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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發進一步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
鄭廉威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鄭廉威先生、周國勳先生及鄭廉婉女士；非執行董
事為 John Howard Batchelor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彥先生、金樂琦博士
及林文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