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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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ouyu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優 源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68 ）

二 零 一 二 年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 收益減少約1.0%至約人民幣679.2百萬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減少約17.4%至人民幣122.7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23元

‧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

優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

文統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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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方建議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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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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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79,222 686,326

銷售成本 (477,265) (469,974)

毛利 201,957 216,3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83) (3,797)

行政開支 (31,518) (28,906)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790 (1,949)

融資成本 (14,942) (9,077)

其他開支 (7,088) (1,268)

除稅前溢利 145,116 171,355

所得稅開支 4 (22,383) (22,7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5 122,733 148,617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7 0.123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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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2,789 1,355,972
預付租賃款項 344,252 275,26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176,061 177,754
收購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 16,000 60,683

1,999,102 1,869,678

流動資產
存貨 183,121 237,6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21,832 307,780
預付租賃款項 7,227 5,8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45,908 4,8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9,617 98,121

887,705 654,24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89,001 210,575
稅項負債 15,096 9,038
銀行借款 514,990 452,120

719,087 671,733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68,618 (17,4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67,720 1,852,18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328,000 80,000

1,839,720 1,772,1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7,680 87,680
儲備 1,752,040 1,684,507

權益總額 1,839,720 1,77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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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呈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為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移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為方便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的資料按所交付產品種類編

製。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 雙面拷貝紙－製造及買賣雙面拷貝紙；

‧ 單面拷貝紙－製造及買賣單面拷貝紙；

‧ 複印紙－製造及買賣複印紙；及

‧ 其他產品－製造及買賣擦手紙及白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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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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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雙面拷貝紙 351,604 313,535 114,087 106,525

單面拷貝紙 131,491 211,809 43,138 73,455

複印紙 115,198 68,012 36,521 19,744

其他產品 80,929 92,970 8,211 16,628

679,222 686,326 201,957 216,3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83) (3,797)

行政開支 (31,518) (28,906)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790 (1,949)

融資成本 (14,942) (9,077)

其他開支 (7,088) (1,268)

除稅前溢利 145,116 171,355

以上呈報的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指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及毛利。該等期間均無分部間銷售。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2,383 22,738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附屬公司福建省晉江優蘭發紙業有限公司（「優蘭發」）於二零一零年

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三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惟每年須通過相關稅

務機關評審。由於該證書於二零一一年底到期，故優蘭發須就本中期期間按企業所得稅稅率25%納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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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附屬公司福建希源紙業有限公司及泉州華祥紙業有限公司可自首個

獲豁免年度起計兩年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獲50%的稅務減免。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為

豁免年度，該兩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稅務減免50%，即稅率為12.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對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的溢利而宣派的股息徵收

預扣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並未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累計可分派溢

利應佔臨時差額人民幣947,545,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20,468,000元）計提遞延稅

項撥備，原因是本公司能控制撥回臨時差額的時間以及該臨時差額不會於可預見未來撥回。

除上述者外，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的已撥備或未撥備的遞延稅項。

5.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454 19,650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2,806 2,874

折舊及攤銷開支總額 30,260 22,524

確認為開支的研發成本（計入其他開支） 7,088 4,360

先前年度上市開支超額撥備（計入其他開支） — (3,09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77,265 469,974

6.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已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6.8港仙，分別

共計約68,000,000港元（約人民幣55,200,000元）及67,774,000港元（約人民幣55,016,000元）。

於本中期期間結束後，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3.5港

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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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22,733 14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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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000 1,000,000,000

因兩個期間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貿易應收款項約人民幣314,816,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281,212,000元）。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60天的平均信貸期。按發票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33,900 135,612

31至60天 169,609 119,431

61至90天 11,307 26,169

314,816 2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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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28,575 139,630

應付票據 — 19,103

128,575 158,733

收購廠房及設備的其他應付款項 20,316 18,057

其他應付稅項 13,142 7,7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 26,968 26,048

189,001 210,5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經營開支主要指應計員工成本及公用設施費。

按發票日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67,510 87,010

31至90天 61,065 52,620

128,575 139,63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於120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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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資料已重新分類，以與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內的本期呈報一致。

重新分類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所呈列的同列項目的影

響如下︰

原先所列 調整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行政開支 (33,266) 4,360 (28,906)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1,143 (3,092) (1,949)

其他開支 － (1,268) (1,268)

(32,123) － (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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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由於遏止及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方向尚未出現，全球消費品行業仍然陰霾滿佈，加

上美國就會否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避免全國經濟衰退仍然舉旗不定，以及圍繞中國

經濟放緩的不明朗因素，故造紙業正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大部分參與者對下一發展階

段採取何種措施毫無頭緒。

自二零一零年以來造紙業對中國內需消費勢頭持續的樂觀情緒，導致他們就造紙產能投

資，出現輕微過度的情況。這些過度投資的產能自今年年初起陸續投產，加上國際市場

木漿價格回軟，紙產品價格進一步受壓。

根據中國造紙協會公佈的統計數據，上半年整個造紙業的產能使用率有所下降，由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的99.0%，降至二零一二年六月的97.3%。原木漿及各類紙成品價格均呈下

跌態勢。

然而，本公司重點發展的特種紙板塊繼續展現較其他板塊呈較強的韌性，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公佈的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更加支撐這種優勢。這有助於

將生產資源集中於包括本公司在內的具實力業者，以及恢復產品定價秩序。

除維持薄頁包裝紙業務的核心實力外，本公司依照計劃繼續在高端壁紙原紙產能建設方

面取得長足進展。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本公司亦收購阰鄰希源生產基地現有廠房的一幅

土地，作為土地儲備支持日後發展之用。

分部分析

雙面及單面拷貝紙

於本報告期內，雙面及單面拷貝紙產生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351.6百萬元及人民幣131.5

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收益約51.8%及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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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兩條計劃年產能均為7,000噸的單面拷貝紙生產線上安裝相關乾燥設施，將產品質量

提升至與雙面拷貝紙同級。

一條計劃年產能8,000噸的單面拷貝紙生產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投產。本集團亦已投資一

條新的計劃年產能25,000噸的雙面拷貝紙生產線，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投產。

複印紙

於本報告期內，複印紙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115.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9.4%，佔本

集團收益約17.0%。

壁紙原紙

本集團根據拓展計劃建設計劃年產能為35,000噸的新壁紙原紙生產線，預期於二零一二

年下半年投產。

其他產品

擦手紙

於本報告期內，擦手紙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40.3百萬元，佔本集團收益約5.9%。

白卡紙

於本報告期內，白卡紙產生的收益為人民幣40.6百萬元，佔本集團收益約6.0%。

地域分析

本集團全部收益來自中國內地。華東和華南為本集團最大市場（按銷售發生地點劃分），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逾93%的收益來自這兩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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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31條生產線，設計年產能合共260,000噸，包括

158,000噸雙面拷貝紙及單面拷貝紙、44,000噸複印紙、38,000噸擦手紙及20,000噸白

卡紙。

本集團亦在華祥廠房裝配兩條設計年產能合共90,000噸的脫墨漿生產線供自用。希源廠

房正在新建一條設計年產能60,000噸的脫墨漿生產線，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投產。

自產脫墨漿產能擴充，令本集團取得更大的成本優勢。

本集團將圍繞著現有三個生產基地進行產能擴充。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已收購一幅土

地支持希源廠房的日後發展。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為人民幣679.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86.3百萬元減少約1.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

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8.6百萬元減少約17.4%至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2.7百萬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

入總額減少是由於本集團產品的平均售價整體下跌所致，惟售價下跌的影響，因應報告

期內銷量增加約8,200噸而得到舒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人民幣0.123元，比去年同期為

每股人民幣0.149元較為收窄。每股基本盈利以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

122.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8.6百萬元）及已發行股份

加權平均數1,00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0,000,000股股

份）計算。

毛利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6.4百萬元微降至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2.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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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1.5%收窄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9.7%。整體平均毛利率收窄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產品的整

體平均售價較低所致。

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其他收入與其他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人

民幣1.9百萬元轉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正收益人民幣0.8百萬元，主

要由於匯兌虧損淨額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8百萬元增長約

7.5%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1百萬元，佔相關報告期內本集團

收益約0.6%。增長主要由於撥給促銷活動的營銷資源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9百萬元增長約9.0%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5百萬元，分別佔報告期內本集團收

益約4.2%及4.6%。增長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及一般開支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1百萬元增加約64.6%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9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報告期內平均

銀行借貸增加及以及較高的平均利率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銀行貸款利率介乎3.70%至8.86%，而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4.78%至6.63%。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指節能、減耗、環保系統及應用回收材料作為生產原材料的研發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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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稅項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7百萬元下降約1.6%至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4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中國內地附屬

公司應課稅溢利減少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分別為13.3%及15.4%。實際稅率增加主要是由於中國內地一家附屬

公司的15%優惠稅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8.6百萬元減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2.7百萬元。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對收益比例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1.7%收窄至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8.1%，主要由於產品的整體平均售價降低所致。

存貨、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周轉期

本集團存貨主要包括原木漿及用作生產脫墨漿的廢紙原料及製成品。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存貨周轉期為約79.8天（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69.7天）。周轉期加長主要由於報告期內製成品存貨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加長至79.4天（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7.2天），主要由於授予客戶的信貸期稍微延長所致。本集團

給予客戶的標準信貸期為60天。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周轉期縮短至54.5天（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56.0天），屬於供應商授予的60天信貸期內。

借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餘額為人民幣843.0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515.0百萬元需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2.1百萬

元，其中人民幣452.1百萬元需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221.0百萬元，按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3.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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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佔總資產的百分比計算）約為

29.2%（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淨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減銀行結餘及

珼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佔股東權益的百分比計算）為25.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4.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總值分別人民幣417.5百萬元及人民幣244.2

百萬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

人民幣460.1百萬元及人民幣262.9百萬元），作為本集團獲授信貸融資的抵押品。

現金流管理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168.6百萬元（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17.5百萬元），該轉變主要是由於銀行借貸期限延長

讓有關借貸可歸類為非流動負債所致。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透過銀行借貸籌集逾人民幣

300.0百萬元，該借貸大部分於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後才到期。管理層將密切監督現金流

量狀況，確保本集團有充足營運資金應付日常營運。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人民幣134.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5.5百萬元）建設生產設施及設備。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2,006名員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248名

員工），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薪酬約為人民幣32.1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5百萬元）。本集團的薪酬待遇基於個別僱員的經

驗及資歷與整體市況釐定。花紅與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個人表現掛漖。本集團亦確保所有

僱員可獲適當培訓及專業發展機會以滿足彼等之事業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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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預計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中國造紙業仍然壓力滿佈。上半年燃料成本及原漿價

格小幅下滑已觸底，並開始出現逆轉跡象。與此同時，國內消費疲弱，及造紙行業整體

產能過剩的局面延續，預計產品價格會繼續受壓。

這環境真正考驗業內人士抵禦困難的能力。在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淘汰業內落後產能的

決心，迫使許多業者投資新設施，結果不少業者的負債比率高企。他們在信貸緊縮週期

所面臨的挑戰，在過去兩年尤其嚴峻，主要表現為融資成本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具有遠見而投資環保、高效產能的業者（包括本公司），憑藉他們穩健的財政

實力及更佳的成本效益優勢，加強了擴大市場份額的能力。對於能夠製造自用原料的生

產商而言，優勢尤其明顯。

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共計

35,000,000港元（約人民幣28,7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預期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或前後派付予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過戶

登記手續，在該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付中期股息（將預計於二

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或前後派付），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

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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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守則」）作為自身企業管治守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

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致力維持本公司的高度企業管治標準，以確保施行正式及透明的程序，保障及優化

股東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所有董事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交易準

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的條文及

建議常規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

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周國偉先生、張道沛教授及陳禮輝教授。周國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討論本公司的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以及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認為上述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規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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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youyuan.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予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優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文托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柯文托先生、柯吉熊先生、曹旭先生及張國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張道沛教授、陳禮輝教授及周國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