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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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6）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4 183,326 204,083
銷售成本  (139,391) (157,434)
   

毛利  43,935 46,649
其他收益 4 2,333 1,894
其他收入 5 1,084 3,09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816) (8,393)
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30,325) (26,570)
財務費用 6 (7,186) (6,77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75 –
   

除稅前（虧損）╱利潤 6 (700) 9,894
所得稅費用 7 (3,506) (3,979)
   

本期間（虧損）╱利潤  (4,206) 5,91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319 (1,619)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全面
 （開支）╱收益總額  (3,887) 4,296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17)分 0.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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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673 232,315
商譽  43,313 43,313
無形資產  9,266 10,53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5,481 75,481
聯營權益  43,619 42,345
   

  411,352 403,984
   

流動資產
存貨  47,867 52,58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73,670 77,272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530 11,073
   

  133,067 140,93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80,976 158,973
應付稅項  1,002 2,474
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149,622 85,035
應付融資租約之即期部份  32 31
   

  331,632 246,513
   

淨流動負債  (198,565) (105,5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2,787 298,401
   

非流動負債
應付之融資租約  8 25
銀行貸款之長期部份  – 82,000
遞延稅項負債  5,012 4,722
   

  5,020 86,747
   

資產淨值  207,767 211,65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724 22,724
儲備  185,043 188,930
   

總權益  207,767 211,654
   



3

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之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而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有鑑於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為人
民幣198,565,000元，本公司董事已經仔細考慮到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情況。本公司董事認
為，本集團有若干資金來源，提供其經營業務所需資金。考慮到本集團資產目前的價值，本
集團將能重新籌措其現有銀行融資或從金融機構取得額外融資。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
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採用的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已經首次應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出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修訂，其強制適用於本中期期間。

於本中期期間內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報告的金額及╱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披露無重大影響。

更改功能及列報貨幣

於以前年度，董事視港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完成收購中國寧波市的全
資擁有附屬公司集團（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以及本集團在中國深圳市的經營業務於二零
一一年四月重組後，董事認為，主要經濟環境已經大大改變。自此，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
（即股息）乃得自其在中國經營的主要附屬公司的經營業務，而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因此，
董事決定將本公司的功能及列報貨幣由港元更改為人民幣，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的影響」，更改本公司功能貨幣已經採用預期適用法由更
改日期起應用。於更改功能貨幣日期，所有資產、負債及收益表項目已經按當天的匯率折算
為人民幣。因此，截至更改功能貨幣日期止已出現的累積貨幣折算差額已經重新分配至權益
內的其他組成部分。

更改本公司列報貨幣已經追溯應用，而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列報的比較數字亦已經據此重列，
將列報貨幣更改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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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組織為兩個（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兩個）報告經營分部。報告經營分部及其主要
業務活動如下：

(i) 製造及貿易業務

(ii) 投資控股業務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是按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經營業務的收入和業績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製造及 投資   製造及 投資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未分配 綜合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未分配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181,036 – – 181,036 199,503 – – 199,503

投資及其他收入 2,333 2,290 – 4,623 1,894 4,580 – 6,474
        

綜合總收入 183,369 2,290 – 185,659 201,397 4,580 – 205,977
        

分部業績 5,576 2,290 (2,655) 5,211 13,242 4,580 (1,152) 16,670

財務費用 (5,783) (1,167) (236) (7,186) (5,362) (1,156) (258) (6,77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1,275 – 1,275 – – – –
        

除稅前利潤（虧損） (207) 2,398 (2,891) (700) 7,880 3,424 (1,410) 9,894

所得稅費用 (3,506) – – (3,506) (3,979) – – (3,979)
        

本期間利潤（虧損） (3,713) 2,398 (2,891) (4,206) 3,901 3,424 (1,410) 5,915
        

其他資料
無形資產攤銷 1,264 – – 1,264 1,310 – – 1,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 8,692 – – 8,692 8,429 – – 8,429
        

兩個期間不存在分部間銷售。

分部業績代表了在未分攤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之前，各分部取得的業績。向
主要的經營決策者報告時採用此計量方法，以便用於資源分配和分部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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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和負債

以下是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和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製造及 投資  製造及 投資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422,022 2,107 424,129 424,256 2,044 426,3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75,481 75,481 – 75,481 75,481

聯營權益 – 43,619 43,619 – 42,345 42,345

未分配資產 – – 1,190 – – 788
      

綜合總資產   544,419   544,914
      

分部負債 327,013 – 327,013 283,623 40,000 323,623

未分配負債   9,639   9,637
      

綜合總負債   336,652   333,260
      

為了監督分部表現以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

• 分部資產包括聯營權益、所有有形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項。所有資產均分攤至報告分部，惟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除外，因為該等
資產按集團基準管理。

• 分部負債包括其他應付賬款、計息借款及應付稅項。所有負債均分攤至報告分
部，惟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除外，因為該等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地區分部根據客戶地理位置及非流動資產位置（金
融工具除外）作出的分析詳述如下：



6

 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於 於
 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美國 124,780 142,465 – –

加拿大 2,996 5,550 – –

香港 5,480 11,805 592 670

中國 11,455 10,864 335,279 327,833

歐洲 16,334 19,079 – –

其他 24,614 16,214 – –
    

 185,659 205,977 335,871 328,503
    

(d)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其中兩名（二零一一年：兩名）客戶的收入
為人民幣63,087,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85,449,000元），佔本集團製造及買賣家居
產品分部的總收入超過10%。

4.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按種類確認之營業額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81,036 199,503

股息收入 2,290 4,580
  

 183,326 204,083
  

其他收益
來自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 2,139 1,163

利息收入 41 134

其他 153 597
  

 2,333 1,894
  

總收益 185,659 2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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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重列）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769 706

壞帳收回 – 1,562

回撥其他應付款項 – 627

雜項收入 315 195
  

 1,084 3,090
  

6. 除稅前（虧損）╱利潤
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重列）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包括關聯公司
 提供的信託貸款）之利息 6,952 6,515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股東提供的貸款之利息 50 71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第三者提供的貸款之利息 182 187

應付融資租約之財務費用 2 3
  

 7,186 6,776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421 462

呆壞存貨撥備 – 71

無形資產攤銷 1,264 1,310

存貨成本 139,391 157,43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692 8,429

匯兌虧損，淨額 155 2,580

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2,977 3,279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42,794 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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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於香港業務就稅務而言出現虧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一一年：無）。就於中國內地經營而須繳納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則根據現有法規、詮釋及
慣例以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期間虧損淨額人民幣4,206,000元（二零一一年：利潤淨
額為人民幣5,915,000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476,964,000股（二零一一年：
2,476,964,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並無發生任何攤薄事項，因此，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
盈利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經審核）

應收以下人士之貿易賬款及票據：
 第三者  18,810 18,018

 關聯公司  29,467 34,725

呆壞賬撥備  (172) (172)
   

 (i) 48,105 52,571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1,757 21,09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ii) 2,000 2,000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iii) 1,808 1,606
   

  25,565 24,701
   

  73,670 77,272
   

(i)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收關聯公司之貿易賬款（包括應收關聯公司有關出口管理的貿易賬款人民幣29,366,000

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467,000元））乃無抵押及免息。關聯公司為本
公司董事李立新先生於其中擁有實益權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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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將應收票據貼現予一間銀行，以換取現金（具追索
權）。本集團繼續確認應收票據的全數賬面值，並已確認所收取的現金作有抵押銀行借
貸。於期末，已貼現應收票據的賬面值為人民幣9,527,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6,304,000元）。相關負債的賬面值為人民幣7,622,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043,000元）。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日至60日之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
易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經審核）

0-30日 45,630 34,722

31-60日 299 14,728

61-90日 2,176 2,517

90日以上 – 604
  

 48,105 52,571
  

(ii) 應收聯營企業款項

應收聯營企業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iii)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經審核）

應付以下人士之貿易賬款：
 第三者  39,354 36,456

 關聯公司  21,562 4,485
   

 (i) 60,916 40,94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4,340 36,11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ii) 79,385 35,583

第三者提供的貸款 (iii) 5,148 5,148

關聯公司提供的貸款 (iv) – 40,000

股東提供的貸款╱應付股東的款項 (v) 1,187 1,187
   

  120,060 118,032
   

  180,976 158,973
   



10

(i) 貿易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本集團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53,107 31,756

三個月至六個月 6,515 7,138

六個月至一年 1,294 1,474

超過一年 – 573
  

 60,916 40,941
  

應付關聯公司貿易賬款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本公司董事李立新先生於
關聯公司擁有實益權益。

(ii)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應付關聯公司（李立新先生於其中擁有實益權益）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
期。

(iii) 第三者提供的貸款

第三者提供的貸款乃無抵押、按每年7%計息及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償還。

(iv) 關聯公司提供的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與一間銀行及一間關聯公司（本公司董事李立新先生於其
中擁有實益權益）訂立信託貸款協議。根據該信託貸款協議，該關聯公司將款項人民幣
40,000,000元（「該資金」）信託予該銀行，此舉將安排根據該信託貸款協議向本集團墊付
該資金，作為短期貸款。該貸款乃無抵押、按人民幣年貸款基準利率計息，並已經於
二零一二年八月全數償還。

(v) 股東提供的貸款╱應付股東的款項

自過往年度結轉的股東提供的貸款2,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680,000元）乃無抵
押、按提取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每年2至3%計息。於貸款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到
期時，股東已同意按與先前貸款相同的條款延遲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餘下結餘
26,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21,000元）為應付股東的款項，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
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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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a) 資本支出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已扣除已支付訂金）：
 注資附屬公司 12,150 12,150

 收購機器及模具 562 5,665
  

 12,712 17,815
  

(b)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不可撤銷的經營租約應付之將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9,743 3,790

兩年到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3,159 –
  

 22,902 3,790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出租其部分租賃土地及樓宇，平均租賃期為3年。於期末，根據不
可撤銷經營租賃，可予收取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8,784 1,266

兩年到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4,860 352
  

 23,64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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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較數字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因
此，已經調整部分比較數字，以符合本期間的列報方式，以及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首次披露的項目提供比較數字。此外，由於列報貨幣於本會計期間由港元改為人民
幣，因此，比較數字已經重列。有關該等發展的進一步詳情在附註2內披露。

14. 報告期後事項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公佈。本公司正與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及╱
或其聯繫人士就一項可能構成本公司關連及須予公布的交易的本公司潛在收購進行初步磋
商。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業績概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的營業額約為人民
幣183,300,000元，較去年同期報告之營業額約人民幣204,100,000元減少10.2%。期
間淨虧損約為人民幣4,2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淨利潤人民幣5,900,000元。本集
團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人民幣0.17分。

流動資金和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減少至人民幣207,800,000元，每股資
產淨值為人民幣8.39分。於該日，本集團總資產值為人民幣544,400,000元，其中
現金及銀行存款合計約人民幣11,500,000元。綜合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為人民幣
149,600,000元及人民幣83,100,000元。本公司負債對權益比率（銀行及其他借貸除
以總權益）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17.6%降低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
112.0%。

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並無變動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主要借貸包括一項由交通銀行深圳分行提供
為期三年的銀行貸款，目前該筆貸款的結欠為人民幣92,000,000元，其他銀行貸款
為人民幣57,600,000元，以及應付一股東、關聯公司及一第三者款項及彼等所提供
之貸款合共人民幣83,100,000元。本集團所有借貸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結算，
而借貸之息率為浮息及定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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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人民幣108,30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10,300,000元）的若干資產已作為本集團向銀行融資的抵押擔保。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將繼續恰當地分配資源用以作收購，更好地利用本公司的資產及改善資本
性資產，例如添置模具及新的機器，從而提升效率，以配合生產及市場需求。當中
所需的資金，預期主要來自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其次來自其他貸款及股本融資。

業務分部資料

北美洲仍是本集團的首要市場，佔總收入的68.8%。收入來自其他巿場包括歐洲
(8.8%)、中國(6.2%)、香港(3.0%)及其他(13.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1,353人，分佈在香港及內地的辦公
室及廠房。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會按員工的個人職責、資歷、經驗及表現而提供及
發放。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各項課程，包括管理技巧工作坊、資訊交流研討會、在職
培訓及職安課程。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惟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
間內本集團並無授予任何購股權。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淨虧損人民幣4,2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淨利潤人民幣
5,900,000元。

於本期間內，製造及貿易業務為本集團之總收入貢獻約人民幣181,000,000元，惟
比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199,000,000元，該分部之營業額則減少人民幣18,000,000

元。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虧損主要由於終止深圳廠房之製造設施，並搬遷至寧波
市。搬遷廠房擾亂了日常生產計劃及供貨，並導致損失若干客戶訂單。管理層已經
採取措施，盡可能將搬遷廠房所產生之短期負面影響減至可控制水平。此外，本集
團須承擔搬遷廠房產生較高行政支出有關之若干一次性負面影響，包括終止聘用
員工之遣散費及搬遷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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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短期負面影響，本公司之管理層仍然認為，搬遷廠房為正確決定。中長期
而言，本集團之表現將受惠於寧波市綜合製造資源所帶來之協同效應。

此外，本期間內表現較差之另一原因為所得股息收入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4,500,000

元減少至約人民幣2,200,000元。

前景
進一步增強在家居產品市場方面的領導地位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成本控制措施及專注於較高利潤率產品及客戶的業務策略，近
年來，即使於二零零八年爆發金融海嘯及其後環球主要經濟體系所採納之量化寬
鬆措施後具挑戰性及波動之市場環境，該等措施及策略依然成功改善本集團的業
務及財務表現。除繼續努力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例如整合及重新調整管理及銷售資
源、採購及製造規劃的結構性變動及尋求將生產設施（或其部分）搬遷至成本較低
地區）外，本集團將努力探索新業務。本集團已採取主動，並將繼續努力擴展客戶
基礎，特別是較高利潤率的原設備製造客戶，彼等願意投資於符合彼等特定規格
的定製產品。長遠而言，本集團將進一步提高業務發展至不同市場的程度。

本集團一直在尋求提升產品。憑藉本集團具創意的研發團隊，我們相信，我們可生
產優質產品以切合市場需求及維持良好利潤率。本集團一直在發展新產品，例如廚
房小工具、金屬矽過模烤盤及矽膠烤盤。從中短期看，在目前波動之環球經濟中，
我們將把新產品線多元化以優化生產能力及抓緊市場機遇。

我們亦將密切監察量化寬鬆措施及不同市場的反通脹措施的直接及間接影響，並
相應地調整我們的銷售及採購策略，以達到持續業務增長及表現改善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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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房搬遷

廠房搬遷後，本集團之製造廠房現已集中於同一地點。這將可進一步帶來協同
效應，提升採購、生產及物流方面之效率。有關搬遷後空置之深圳廠址（「深圳廠
址」），中國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已經批准深圳廠址之主要用途由工業用
途更改為住宅及商業用途。本公司現正考慮根據有關法律及法規進一步發展深圳廠
址，以便更好地運用土地資源。目前尚未就深圳廠址之未來發展作出任何決定。本
公司將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在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

擴展進入具高增長潛力的新業務

本集團將繼續探索可促使本公司快速增長及為股東帶來良好回報，具有強勁增長
潛力及盈利良好的潛在業務。

另外亦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公佈。本公司正與本公
司之控股股東及╱或其聯繫人士就一項可能構成本公司關連及須予公布的交易的
本公司潛在收購進行初步磋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
監控、審核及財政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頒布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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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了聯交所頒佈之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有董事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的二零一二╱二零一三年度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所有
資料，其將會在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李立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主席）及程建和先生，非執行
董事徐進先生及劉建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陳文深先生及張
翹楚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