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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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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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YUE GROUP LIMITED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47）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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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259 15,747
銷售成本 (5,408) (22,981)

毛利（毛損） 8,851 (7,23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288 2,723
分銷及銷售費用 (1,171) (6,143)
行政費用 (27,498) (88,698)
融資成本 5 (1,249) (5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63,30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23,516)
商譽減值虧損 – (27,085)

除稅前虧損 (20,779) (213,808)
所得稅（開支）進賬 6 (26) 6,456

期內虧損 7 (20,805) (207,35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629) (721)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1,434) (20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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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969) (206,372)
　非控制權益 (836) (980)

(20,805) (207,352)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866) (207,159)
　非控制權益 (568) (914)

(21,434) (208,073)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9 (0.11)港仙 (1.1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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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11 16,281
無形資產 128,235 131,770
預付款項 10 3,575 –

146,421 148,051

流動資產
存貨 972 1,147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 1,556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0 11,410 10,325
銀行結存及現金 57,598 81,474

69,980 94,502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953 923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1 74,797 77,634
應付稅項 2,607 2,508
保用撥備 1,537 1,428
遞延收入 9,795 9,304

89,689 91,797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9,709) 2,70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712 150,756

非流動負債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12 21,401 20,061
借貸 13 9,811 9,498
遞延收入 13,098 17,361

44,310 46,920

82,402 103,836

資本及儲備
資本 18,824 18,824
儲備 59,763 80,6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8,587 99,453
非控制權益 3,815 4,383

82,402 10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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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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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由於超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以港元（「港元」）呈列。由於本公司管理層乃採用港元管理及監控本集團之表現及財務狀
況，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港元屬適當之呈列貨幣。

鑒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約20,805,000港元，及於該日其
流動負債超逾其流動資產約19,709,000港元，故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
已周詳考慮本集團之日後流動資金。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計及預期本集團不會就履行其與
計入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項下其他應付賬項中之遞延收入9,795,000港元
及預收客戶款項34,122,000港元有關之訂約責任而產生任何重大未來現金流出，本集團將
擁有充裕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可維持持續經營及悉數償付於可見將來到期之負債。因此，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本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批准刊發日期之後頒佈，惟尚未
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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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之利益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報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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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用於處理綜合財務報表之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表」之部份內容。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僅有控制這一項綜合基準。此
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括對控制之新定義，其中包含三個要素：(a)對投資對象之
權力，(b)涉及投資對象之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c)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以影響投資
者之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新增大量指引，以處理複雜情況。總而言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要求作出大量判斷。

本公司董事正在評估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之影響。在詳盡審閱完成前，提供有關該
影響之合理估計乃屬不切實可行。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期內，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3,096 2,906
合約收入 16 8,242
租金收入（附註） 11,147 3,750
特許費收入 – 849

14,259 15,747

附註： 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之租金收入而言，本集團已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向客戶提前收取現金，入賬列作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
項下之預收客戶款項。

外部呈報之分類資料乃按其由本集團營運部門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進行分析，該等資料與
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之內部資料一致。這
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礎，藉此管理層已選擇按不同產品及服務管理本集團。本集團之營運
分類及其主要業務載列如下：

直接飲用水機 － 出租直接飲用開水淨化機及使用本集團品牌之特許費收入

淨化設備 － 製造及銷售空氣及污水淨化設備

環境工程 － 建造及安裝空氣淨化及污水處理系統

採礦 － 金礦及銅礦勘探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產生之業績，而未獲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及董事薪金、若干其他收入項目
及融資成本。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情況之方法。



6

以下為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呈報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直接飲
用水機 淨化設備 環境工程 採礦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1,147 3,096 16 – 14,259

業績
分類業績 5,848 (3,250) (1,646) (13,306) (12,354)

未分配收入 164
未分配公司費用 (7,340)
融資成本 (1,249)

除稅前虧損 (20,779)

計量分類虧損時計入之款額：

呆壞賬撥備，淨額 394 3,687 – – 4,081
無形資產攤銷 – – – 6,318 6,318
於銷售成本中確認之
　工程合約之預計虧損 – – 1,623 –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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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直接飲
用水機 淨化設備 環境工程 採礦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4,599 2,906 8,242 – 15,747

業績
分類業績 (177,937) (3,971) (363) (13,128) (195,399)

未分配收入 92
未分配公司費用 (17,948)
融資成本 (553)

除稅前虧損 (213,808)

計量分類虧損時計入之款額：

呆壞賬撥備，淨額 39,153 – 660 – 39,813
向供應商提供之墊款之減值虧損 12,338 – – – 12,338
無形資產攤銷 3,484 – – 6,318 9,802
於銷售成本中確認之工程合約
　之預計虧損 – – 2,190 – 2,1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63,302 – – – 63,302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23,516 – – – 23,516
商譽之減值虧損 27,085 – – – 27,085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劃分之資產分析：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類資產
直接飲用水機 14,957 15,005
淨化設備 2,332 8,853
環境工程 217 1,719
採礦 137,591 131,770

分類資產總額 155,097 157,347

未分配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57,598 81,474
　－其他 3,706 3,732

未分配資產總額 61,304 85,206

綜合資產總額 216,401 24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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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64 92
銷售廢料 10 2,514
其他 114 117

288 2,723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利息 580 553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之非即期免息款項之
　估算利息開支（附註12） 669 –

1,249 553

6. 所得稅（開支）進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26) (294)
遞延稅項 – 6,750

(26) 6,456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按應課稅溢利（如適用）之適用稅率計算。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上海康福特環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康福特」）於上海浦東新區註
冊，被當地稅務局確認為高新科技企業，故上海康福特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間合乎
資格按15%之優惠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本集團其他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25%。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遞延稅項進賬乃因就本集團無形資產確認攤銷及
減值虧損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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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1,206 906
其他員工成本 6,871 5,58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827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28 557

員工成本總值 8,405 7,87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801 15,08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82 10,088
計入行政費用之無形資產攤銷 6,318 9,802
計入行政費用之呆壞賬撥備 4,081 39,813
於銷售成本中確認之工程合約之預計虧損 1,623 2,190
計入行政費用之向供應商提供之墊款之減值虧損 – 12,338

8. 股息

報告期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9,969 206,372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824,435,160 18,824,435,160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不計及本公司
所授出購股權及本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及認股權證之影響，原因為其會令每股虧損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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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項 3,389 7,158
向供應商提供之墊款 – 595
其他應收賬項 1,814 685
預付款項及按金 1,137 1,887
預付撥備（附註） 8,645 –

14,985 10,325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呈報目的而對應收貿易賬項及
　其他應收賬項作出之分析如下：
　－與預付撥備有關之非流動資產（附註） 3,575 –
　－流動資產 11,410 10,325

14,985 10,325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在吉爾吉斯斯坦待開發銅金
礦場開展為期兩年之勘探及評估工作之若干海外工程師及專業僱員預付撥備約
8,645,000港元。上述預付撥備已分別就有關安排於非流動資產項下預付款項及流
動資產項下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內列賬。

除現金銷售外，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180日之平均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項於扣除呆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
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78 2,636
31至90日 1,359 1,098
91至180日 1,157 68
181至365日 795 1,782
1年以上 – 1,574

3,389 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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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項 2,728 11,108
其他應付賬項 18,593 18,510
其他應付稅項 17,534 16,328
預收客戶款項 34,122 29,262
應計費用 1,820 2,426

74,797 77,634

應付貿易賬項主要包括購買原材料之結欠款項及持續開支。購買原材料之一般信貸期介乎
30日至180日不等。

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 171
31至90日 – 2,719
91至180日 – 452
181至365日 916 4,154
1年以上 1,812 3,612

2,728 11,108

12.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肖述
21,401 20,061

該款項指來自肖述之免息墊款，屬非貿易性質。肖述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兼前股
東。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三月與肖述訂立之協議，來自肖述之墊款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償還。

該款項按攤銷成本確認，實際年利率為6.65厘。

13. 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該款項指來自一名獨立第三方之無抵押定息貸款，該筆貸款按
年利率12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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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營業額14,259,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15,747,000港
元；本期間毛利為8,851,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毛損7,234,000港元大為改
善。營業額及毛利由上海康福特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上海康福特集
團」）所經營之直接飲用水機、空氣及污水淨化設備及系統業務而產生。由於位於
吉爾吉斯斯坦之金礦於本期間尚未開始採礦工作，故並無貢獻任何營業額或毛利。

本期間之虧損由二零一零年同期錄得之207,352,000港元大幅減少至20,805,000港
元。於二零一零年同期錄得大幅虧損乃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專利及商譽
之非經常性減值虧損113,903,000港元所致。本期間業績大幅改善，除上述非經常
性減值虧損之影響外，亦得益於自二零一一年年初以來上海康福特集團採納新的
業務模式，為本集團提供了穩定之收入流。此外，本集團於本期間所採納之嚴格
信貸控制及成本控制措施亦大力幫助削減營運成本。本期間之分銷及銷售費用為
1,171,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之6,143,000港元減少80.94%，而本期間之行政
費用為27,498,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之88,698,000港元減少69.00%。

本期間本集團之每股虧損為0.11港仙，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1.10港仙，及董事
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股息。

經營業務回顧

上海康福特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年初委聘一名獨家代理商，以管理已租予終端用戶之直接飲用水
機，並獲授權使用專利及技術，通過預收獨家代理年費之方式，代表上海康福特
在若干地區以「浩澤‧康福特」品牌經營業務。該策略被證實為正確策略。該營
運模式確保了穩定之收入流，同時大幅降低了銷售及行政費用。本期間直接飲用
水機業務之營業額為11,147,000港元，相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所錄得之4,599,000港
元增逾兩倍。本期間溢利錄得5,848,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錄得分類虧損
177,937,000港元，亦表明分類業績大幅改善。

由於在客戶接納程序中採納嚴格之信貸控制程序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風險及呆壞賬
虧損，故空氣及污水淨化設備及系統業務之營運規模大幅縮減。本分類所錄得之
營業額由二零一零年同期所錄得之11,148,000港元降至本期間之3,112,000港元。
本期間之分類虧損為4,896,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4,3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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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礦

採礦計劃之可行性研究報告已提交有關政府當局以待審批。於本期間，專業團隊
繼續開展勘探工作，以設法在金礦探出其他資源。由於尚無開始採礦工作，故並
無錄得營業額。於本期間錄得分類虧損13,30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同期則
為13,128,000港元。虧損主要包括採礦許可證攤銷6,318,000港元以及勘探工程、
顧問及諮詢工作所產生之成本、員工成本及行政費用。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年度內，概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值19,70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2,705,000港元），而流動比率為0.78（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1.03）。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產生之流動負債淨值乃主要由於若
干不可退還遞延收入及預收客戶款項入賬列作流動負債所致。一旦服務獲提供，
該等遞延收入及預收客戶款項將確認為收入及並無重大未來現金流出影響。倘不
計及該等預收不可退還收入及遞延收入，則會出現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銀行結存為57,59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81,474,000港元），其中大部份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列值。本公司董事會認
為，本集團擁有充裕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可維持持續經營及悉數償付於可見將來
到期之負債。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佔股東資金之百分
比）為39.72%，而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29.72%。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之借貸總額約為31,21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9,559,000港
元），其中包括按年息12厘計息之借貸9,81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9,498,000港元）及免息之應付一家附屬公司董事款項21,40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20,061,000港元）。根據合約，該兩項借貸須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償還，但並無附有任何抵押。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本期間錄得虧
損引致股東權益有所減少所致。

財務資源

目前，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其他貸款為其營運提供資金。管理層認
為，本集團將透過其業務營運產生流動資金，並於必要時考慮利用進一步股本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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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架構

本期間之股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
18,824,435,160股普通股及214,637,160股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並錄得股東權
益78,58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99,453,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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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部份資產與負債乃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列值，為將外匯風險降至最低
程度，本集團盡量動用以相同貨幣列值之資金進行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吉爾吉斯斯坦及中國分別僱用約
12、12及19名僱員。僱員薪金乃根據僱員之表現及經驗每年檢討及調整。本集團
之僱員福利包括績效花紅、醫療保險計劃、為香港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及為中
國僱員設立社會保險計劃，以及為員工提供教育資助以鼓勵持續專業進修。本集
團亦設有酌情購股權計劃，旨在對僱員之個人表現作出獎勵。於本期間內本集團
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已向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
合共66,000,000份購股權。

未來計劃及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保守策略經營及發展上海康福特集團之業務。隨著嚴格之信貸
控制及成本控制措施之實施，預計上海康福特集團來年將穩定增長。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對我們位於吉爾吉斯斯坦金礦之採礦計劃有意向之幾家潛在
業務合作夥伴進行接觸及磋商，惟尚未落實具體合作計劃。由於黃金需求持續攀
升，管理層預期未來該金礦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

本公司管理層將繼續按審慎原則物色潛在業務合作夥伴，以發展業務及尋求投資
機會，進而使業務範圍及本集團之收入來源多元化，以增強盈利能力及最大限度
地提升本集團價值，從而回饋全體股東長期以來給予之鼎力支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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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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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葉勇先生（主席）、林文傑博士
及張光生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採納之會計
準則及常規、以及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應審核委員會要求，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
對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審閱。核數
師之獨立審閱報告將載於中期報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列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之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務不應由同一位人
士擔任。目前，袁亮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行政總裁。鑑於本公司之主要
營運附屬公司之行政總裁╱總經理之職務由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其他人士擔任且
彼等直接向董事會負責，董事會相信現有安排乃屬恰當。依據本公司業務的未來
發展，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現有架構，並考慮提名合適的候選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職。

發佈詳細中期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本期間之中期報告，並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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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股東持之以恒之支持以及本集團全體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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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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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袁亮先生及欒利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文
傑博士、葉勇先生及張光生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