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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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SHOW HOLDINGS LIMITED 
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8） 

 
二零一二年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業績 

 

RoadShow Holdings Limited（路訊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路訊通」）的董事（「董

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以及本集團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

綜合資產負債表，連同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及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比較數字。 
 
* 僅供識別 

財務摘要 

 
 總營業額約為港幣192,600,000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幣

176,800,000元），增加約8.9%，乃主要由於香港核心業務，尤其是巴士車身廣告業務

錄得增長所致。 
 

 本公司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股東應佔盈利為港幣26,000,000元，而截

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則為虧損港幣83,000,000元，乃主要由於對其他非流

動金融資產作出全部及最終減值虧損港幣109,600,000元所致。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經營盈利約為港幣35,700,000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港幣35,600,000元），較去年同期增加約0.3%。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 2.61 仙（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虧損港幣 8.32 仙）。 
 
 不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幣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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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及4 192,560  176,760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7,793  11,056 
     經營收入總額  200,353  187,816 
     
經營費用     
專利費、特許費及管理費  (70,716)  (64,937) 
製作成本  (39,482)  (35,914) 
員工成本  (30,312)  (26,072) 
折舊及攤銷  (5,986)  (3,647) 
存貨成本  (2,630)  (2,689) 
維修及保養  (2,299)  (4,645) 
其他經營費用  (13,198)  (14,351) 
     經營費用總額  (164,623)  (152,255) 
          
經營盈利   35,730  35,561 
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5 —  (109,606)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12 —  (468) 
     除稅前盈利／（虧損） 6    35,730  (74,513) 
所得稅  7 (6,798)  (6,046) 
     本期間盈利／（虧損）  28,932   (80,559)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東  26,001   (82,997) 
非控股權益   2,931  2,438 
     本期間盈利／（虧損）  28,932   (80,559)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9    
產生自本集團經營業務  2.61  2.67 
產生自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  (10.99) 
     基本  2.61   (8.32) 
攤薄  不適用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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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盈利／（虧損）  28,932   (80,55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類調整後）：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期內確認於公允價值儲備的公允價值變動  1,036  1,110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25)  160 
     
於出售香港以外業務時重新分類的匯兌儲備  —   (75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843   (80,040)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東  26,912  (82,478) 
非控股權益  2,931  2,43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843   (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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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48,774  64,672 
非流動預付款項  2,975  1,667 
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  81,253  80,872 
遞延稅項資產  3,323  3,060 
       136,325  150,271 
     
流動資產     
存貨  937  1,30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004  5,00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8,082  6,165 
應收賬款 10 87,785  117,252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9,266  7,010 
預付款項  4,790  9,580 
應收本期稅項  —  215 
已抵押銀行存款  41,200  41,200 
銀行存款及現金  414,918  428,071 
       581,982  615,803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595  4,37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920  6,44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5,429  110,650 
應付本期稅項  9,640  2,801 
  113,584  124,263 
          流動資產淨值  468,398  491,540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604,723  641,811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9  81 
     資產淨值  604,634  64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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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金     
股本  99,737  99,737 
儲備金  496,712  530,73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596,449  630,476 
非控股權益  8,185  11,254 

    權益總額  604,634  64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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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公佈載列的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惟摘

錄自該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露條

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二零一一年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二零一二年

年度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 2。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該等修訂包括有關金融資產轉讓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規定須在年度財務報表中就所有於報告日期存在的未被終止確認的

已轉讓金融資產及對任何已轉讓資產的持續涉入程度作出若干披露，不論相關轉讓交易何時發

生。然而，實體毋須於採納的首年作出比較期間之披露。本集團於過往期間或本期間並無進行任

何根據修訂須於本會計期間作出披露的重大金融資產轉讓。 

 

其他修訂概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無關，本集團亦無應用任何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地區管理其業務。按照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級行政管理人員作內部呈報

資料方式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識別以下兩個呈報分部。 

 

香港︰   提供媒體銷售及管理服務 

中國大陸︰ 提供媒體廣告代理服務及廣告設計及製作 

 

呈報分部之間並無進行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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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最高級行政管理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呈報分

部的業績： 

 

收入及支出乃經參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支出

分配至呈報分部。 

 

截至二零一二年及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呈報分部的資料載列如下。 

 

(a) 呈報分部收入及盈利或虧損：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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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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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90,952  176,341  1,608  419  192,560  176,760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虧損）淨額 3,283  4,270  15  (67)  3,298  4,203 

呈報分部收入 194,235  180,611  1,623  352  195,858  180,963 

呈報分部盈利╱（虧損） 38,380  37,527  (492)  (111,367)  37,888   (73,840) 

            

本期間折舊及攤銷 (5,714)  (3,448)  (31)  (82)  (5,745)  (3,530) 

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 

 減值虧損 —  —  —  (109,606)  —  (109,606)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  —  (468)  —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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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入及盈利或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年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呈報分部收入 195,858  180,963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4,495  6,853 

綜合經營收入總額  200,353  187,816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年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利或虧損    

呈報分部盈利／（虧損） 37,888  (73,840)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4,495  6,853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支出 (6,653)  (7,526) 

綜合除稅前盈利／（虧損） 35,730  (74,513) 

 

4.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為流動多媒體（「流動多媒體」或「巴士電視」）業務、客運車輛車身外部及車廂

內部廣告業務提供媒體銷售、管理及行政服務，以及透過推銷客運車輛車身外部、車廂內部、候

車亭及戶外廣告牌的廣告位，經營媒體廣告管理服務，以及提供廣告代理服務。 

 

營業額指扣除任何代理佣金及回扣後，來自媒體銷售、管理及行政服務，以及廣告代理服務的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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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本集團要求創智傳動大業廣告有限公司（「被投資

公司」）於期滿後償還結欠本集團的貸款共港幣70,154,000元。然而，被投資公司未有按協定的還

款時間表還款。此外，本集團已與被投資公司進行多次討論，以重組於被投資公司的投資及給予

被投資公司的貸款。被投資公司尚未能向本集團提供可行的建議。因此，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對其於被投資公司的投資、給予被投資公司的貸款及應收被投資公

司款項作出額外減值虧損港幣109,606,000元。本集團已委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律師並

已向被投資公司發出法律函件要求清償款項。截至本公佈日期，被投資公司未有清償任何款項，

貸款亦已逾期。 
 

6. 除稅前盈利／（虧損） 
 

 除稅前盈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年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5,986  3,647 
利息收入 (6,226)  (4,379) 
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減值虧損 —  109,606 
經營租賃支出    
－ 土地及樓宇 1,586  1,205 
－ 影音設備 2,735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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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年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本期間香港利得稅撥備  7,054  6,568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異的轉回及確認 (256)  (522) 
    
所得稅支出 6,798  6,046 

 

本期間的香港利得稅撥備乃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盈利的16.5%（二零一一年：16.5%）計算。 

 

8. 股息 

 

(a)  本集團將不會就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港幣零元）。末期股息（如有）將於年終建議分派。 

 
(b)  已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的上一財政年度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年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發的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港幣6.11仙

（二零一一年：截至二零一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年度 — 每股港幣4.85仙） 60,939  4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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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根據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

盈利港幣26,001,000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虧損港幣82,997,000元）及期

內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997,365,332股（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997,365,332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於截至二零一二年及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行普通股。 

 

10. 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並無出現個別或整體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51,848  48,239 

逾期少於一個月 19,086  18,809 

逾期一至兩個月 7,344  10,872 

逾期兩至三個月 4,459  33,106 

逾期超過三個月 5,048  6,226 

 87,785  117,252 

 

預期所有應收賬款將於一年內收回。 

 

本集團一般給予媒體銷售業務的客戶90日信貸期，而商品銷售業務的客戶則須貨到付款或一般獲

給予30至90日的信貸期。 



 - 12 - 

11.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二零一二年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個月內到期 2,595  4,370 

 

預期所有應付賬款將於一年內繳付。 

 

12. 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本集團出售其於 Expert Plus Holdings Limited（於英

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上海鷹特諮詢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的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及上海亞飛廣告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所有權益，代價為美金 1 元，

相等於港幣 8 元。 

 

附屬公司於出售日期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221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341 
銀行存款及現金  2,33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65) 
   
已出售資產淨額  2,334 
非控股權益  (1,115) 
   
  1,219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類的匯兌儲備  (751) 
出售虧損   (468) 
   
已收取現金代價  — 
減︰已出售附屬公司現金  (2,337)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金流出淨額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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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於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撥備的有關購置固定資產的資本承擔

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訂合約者 —  — 
經批准但仍未簽訂合約者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 14 - 

中期股息 
 
董事不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

日止六個月：港幣零元）。 
 
財務回顧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經營收入總額港幣 200,400,000 元，較去年

同期增加約 6.7%。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為港幣

26,000,000 元，而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則為虧損港幣 83,000,000 元，乃主要

由於對其他非流動金融資產作出全部及最終減值虧損港幣 109,600,000 元所致。截至二零一二

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經營盈利約為港幣 35,700,000 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

個月：港幣 35,600,000 元），較去年同期增加約 0.3%。 
 
經營收入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經營收入總額港幣200,400,000元，當中港

幣192,600,000元乃來自媒體銷售服務，而港幣7,800,000元則來自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香港及中國大陸業務所產生的媒體銷售服務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9.2%及0.8%。截

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香港媒體銷售服務所產生的收入為港幣191,000,000元，

對比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港幣176,300,000元，錄得約8.3%的增幅，乃主要

由於核心業務，尤其是巴士車身廣告業務錄得增長所致。 
 
經營費用 
 
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由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港幣152,300,000元增加港幣

12,300,000元至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港幣164,600,000元。 
 

流動資金、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行存款及現金為港幣414,900,000元（二零一一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428,100,000元），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除提供營運資金以支持

其媒體銷售服務外，本集團亦維持穩健的現金狀況以應付業務擴充及發展的潛在需要。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行貸款。於二零

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率（為銀行貸款佔本集團股本

及儲備金總額的比率）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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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未使用銀行融資合共為港

幣50,000,000元。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流動資產淨值為港幣468,400,000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491,500,000元），而資產總值為港幣718,300,000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766,1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1,200,000元的銀行存款被抵

押，作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就其妥善履行及支付其與同系附屬公司訂立的若干特許權協議下的

責任向同系附屬公司作出若干銀行擔保的抵押。 
 
匯率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交易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止六個月期間，港幣兌美金及港幣兌人民幣的匯率並無重大波動。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行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無指定任何金融工具對沖其資產

負債表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前景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路訊通集團的業務持續增長。業績穩步上揚，象徵本集團藉策略上整合

現有媒體平台為未來奠定穩固基石的政策取得成果。更令人鼓舞的是，此增長已超越經營開

支的輕微升幅。 
 
於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香港廣告業較去年第四季略為放緩。行業不景氣無疑是歐洲主權債

務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所造成。幸而，代理和廣告商對於路訊通整合巴士電視、巴士車身和

巴士車廂三者的獨特通訊平台的需求仍然相當殷切。尤其是巴士車身的增長理想，不但出租

率處於高水平，且作為品牌建立和宣傳用途的使用量亦顯著增加。 
 
全賴我們於二零一一年提升系統奠下的穩固基礎，本集團的巴士電視核心媒體平台業務動力

亦得以維持。我們一直持續致力與支持本集團業務的本地社區加強聯繫。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成功獲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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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續發獨家特許權。新安排已經本公司的獨立股東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舉行的股東

特別大會上批准，將授權我們在九巴巴士上進行流動多媒體（「流動多媒體」）廣告業務，

直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同時，我們與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

司就港島區巴士線的流動多媒體廣告訂立的合約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屆滿，不獲續

約。儘管本集團可能因上述兩項安排屆滿而暫時遭受影響，惟本集團仍然有信心其流動多媒

體業務將會恢復。我們將繼續發掘其他擴充據點的機會，包括但不限於其他戶外及流動平台。 
 
中國大陸的營商環境及市場競爭仍然艱難，令我們的非上市大陸投資創智傳動大業廣告有限

公司（「創智傳動大業」）的營運繼續陷於困境。由於本集團於創智傳動大業的權益已於過

去兩年全數撇減，此出乎意料的情況並無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整體中期業績產生

任何影響。展望將來，我們將繼續盡力收回創智傳動大業的投資價值。 
 
踏入下半年，由於廣告商採取更謹慎的態度，香港的市場環境越趨嚴峻。有關趨勢無疑將令

競爭變得更激烈，並影響我們的戶外分部。儘管如此，路訊通已訂出明確政策及招攬所需人

材，準備就緒，面對未來的挑戰並為股東帶來最高回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有132名全職僱員，於中國大陸則有2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為其全體僱員提供完善及具吸引力的酬金及福利。此外，本集團亦為旗下高級職員提

供一項以達成業務目標為基礎的表現花紅計劃，以及向旗下銷售隊伍提供一項以達成廣告收

入目標為基礎的銷售佣金計劃。本集團已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的規定，採納一項

公積金計劃供香港僱員參加，並已為旗下中國大陸僱員參加由有關地方政府籌辦及監管的僱

員退休金計劃。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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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嚴格的程序，確保可能擁有本集團尚未公佈而對股價敏感資料的董事及相關僱

員於進行證券交易（如有）時必須遵守上市規則附錄10所載的標準守則。於截至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董事會一直採納《路訊通企業管治守則》（「路訊通守則」）以

規管董事及相關僱員進行證券交易，該守則所訂條款不比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寬鬆。此外，

本集團已獲得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有關董

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及路訊通守則。本公司亦不知悉任何違規情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論有關核數、內部監

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亦已審閱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由本集團的外聘核數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進行審閱。截至二

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

進行審閱，其未有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刊登中期報告 
 
二零一二年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在聯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www.roadshow.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祖澤 
 
香港，二零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主席兼非執行董事陳祖澤博士太平紳士，GBS；副主席兼非執

行董事容永忠先生及伍穎梅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徐尉玲博士太平紳士，BBS，MBE、李家

祥博士太平紳士，GBS，OBE及張仁良教授太平紳士，BBS；董事總經理毛迪生先生；以及非

執行董事麥振強先生、苗學禮先生，SBS，OBE及何達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