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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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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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概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增至約�,���,���,000港元。本公
司擁有人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
��,���,000港元，而二零一二年同期六個月則約為�0�,0��,000港元。

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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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1,567,546	 �,���,���

銷售成本  (1,201,986	) (���,��� )  		

毛利  365,560	 �0�,0��

其他收入 � 9,703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465	) (��,�00 )
行政費用  (67,471	) (��,��� )
其他經營費用  (22,983	) (��,0�� )  		

經營溢利  251,344	 ���,���

融資成本  (42,399	) (��,��� )  		

除稅前溢利 � 208,945	 ���,���

所得稅費用 � (149,581	) (��,��0 )  		

期間溢利  59,364	 �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6,156	 (�0,��0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15,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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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5,731	 �0�,0��
 非控股權益  3,633	 �,���  		
  
  59,364	 �0�,���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09,224	 ��,���
 非控股權益  6,296	 �,���  		
  
  115,520	 ��,���    

每股盈利 � 
  
基本  
 －期間溢利  2.334港仙  �.���港仙    
  
攤薄  
 －期間溢利  2.334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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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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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639		 �,���,��0
投資物業  10,716		 �0,���
預付土地款  36,002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023		 ��,���
可供出售投資  11,798		 ��,���
商譽  330,083		 ��0,0��
其他長期資產  980,718		 �,00�,���
遞延稅項資產  11,179		 ��,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7,536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916,694		 �,���,���  		

流動資產  
存貨  198,398		 �0�,���
預付土地款  1,009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1,204,09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51,440		 ���,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1,264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6,672		 ��,��0
已抵押存款  1,216,996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6,457		 ��,���    

流動資產總值  3,386,326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1,305,267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252,627		 �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889,910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0,362		 �0,��0
應付稅項  245,343		 ���,0��    

流動負債總值  2,713,5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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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總值  2,713,509		 �,���,�0�    
  
流動資產淨值  672,817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89,511		 �,���,0��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14,848		 �,���
關連公司貸款  228,900		 ���,���
承兌票據  29,787		 ��,���
遞延稅項負債  60,275		 �0,���    
  
非流動負債總值  533,810		 ���,���    
  
資產淨值  4,055,701		 �,��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3,892		 ��,���
匯兌波動儲備  273,095		 ���,�0�
儲備  3,579,143		 �,���,���    
  
  3,876,130		 �,���,�0�
  
非控股權益  179,571		 ���,���    
  
權益總額  4,055,7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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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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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
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視乎情況適用而定。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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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政府貸款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抵銷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過渡指引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
  呈列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年度改進  準則之修訂本

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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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本集團執行董事獲提供以作本集團各業務分類之資源分配及評估該等分部表現
的定期內部財務資料釐定其經營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冶金焦炭製造與貿易業務。經營分類按本集團所提供之服務確認。
本集團已確認以下可呈報分類。

a) 製造分類於焦化廠生產冶金焦炭

b) 貿易分類自外界購買冶金焦炭

概無按經營分類披露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因為彼等並無定期提供給主要經營決策者審
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跨類銷售及轉撥。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		 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額  1,038,562		 528,984		 1,567,546      

分類溢利  211,614		 153,946		 365,560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費用淨額      (114,216	)
融資成本     	 (42,399	)      

除稅前溢利      20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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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製造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額  �,���,���      

分類溢利  �0�,0��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費用淨額  (�0�,���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
	 	 		 		

地區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之持續
經營業務外部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 1,567,546		 �,�0�,���
海外 –		 �,���    

 1,567,546		 �,���,���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超過�0%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披露非
流動資產之其他地區資料。

業務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二年：���,���,000港元）來自向一名單獨客戶之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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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售出貨品之發票淨額（扣減貿易折扣）、提供服務之價值及
銷售有價證券之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567,546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匯兌收益 –		 �,���
補貼收入 6,908		 �,0��
銀行利息收入 2,688	 �,���
其他 107		 ��    

 9,703		 ��,��0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130,180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7,189		 ��,�0�
折舊  60,113		 �0,���
按揭貸款利息  126	 ���
預付土地款之攤銷  1,176		 ���
承兌票據利息費用  1,105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446	 –
銀行手續費  22,5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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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有關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適用於附屬公司經營業務
所在地方之稅率計算。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須按法定稅率��%繳稅。

由於期內本集團之香港業務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資料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期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於中國的稅項支出  149,581		 ��,��0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中期－無（二零一二年：無）：  –		 –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000股（二零一二年：�,���,���,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計算。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為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使用者相同），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為普通股而已按零代價發行。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55,73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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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2,389,222		 �,���,���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89,222		 �,���,���    

由於可合理預期購股權持有人概不會於每股市價低於購股權每股行使價時行使購股權，故
並無按購股權影響對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
作出調整。故年內並無產生攤薄作用。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748,461		 ���,���
應收票據  487,263		 ���,���
減值  (31,634	)	 (��,��� )    

  1,204,090		 ���,���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主要客戶則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應收
賬款進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
閱。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分散之客戶有關及主要集中於鋼鐵製造
行業，故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之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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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321,906		 ���,�0�
��至�0日  198,298		 ��,0��
��至�0日  36,648		 ���,���
��至���日  159,835		 ��,���
超過一年  31,774		 ��,���    

  
  748,461		 ���,���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06,217		 ���,���
應付票據  1,199,050		 ���,��0    

  1,305,267		 ���,���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9,174		 ��,���
��至�0日  9,297		 ��,���
��至�0日  1,850		 ��,���
��至���日  53,838		 ��,���
超過一年  12,058		 ��,��0    

  
  106,217		 ���,���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0日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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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由二零一二年同期約
�,���,000,000港元增加至約�,���,000,000港元，按年增長��.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000,000港元，而二
零一二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0�,000,000港元。溢利下跌主要由於全球經濟
放緩及中國國內市場不溫不火導致冶金焦炭售價下降及主要原材料焦煤價格上漲所致。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港仙減少
至�.���港仙。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錄得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
�.��港元增長�.�%至�.�港元。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中國冶金焦炭行業低迷，其中冶金焦炭售價於本年度首六個月持
續下跌。中國鋼鐵製造商的需求增長緩慢，加上焦炭廠產能持續過剩，均導致市場蕭
條，從而對本集團的表現產生不利影響。

為應對不利挑戰，本集團於本期間將其焦炭生產擴大至焦炭貿易業務。本集團開始透過
直接向其他製造商購買冶金焦炭及隨後售出進行貿易。開展此業務旨在抵抗衰退並在日
後環境轉好時開發潛在業務。

本公司由兩個主要分部組成，即煉焦廠及發電廠。所發的電主要用作煉焦自用，而多餘
的電出售給第三方及地方縣政府。

與過往年度一致，給予供應商的墊款乃本集團業務營運的重要組成部份，以確保穩定供
應生產所需的焦煤。

本集團之期間溢利由二零一二年六月錄得之約�0�,000,000港元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錄得之約
�,���,000,000港元提高約�.�%至約�,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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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之應收賬款週轉期為��0日，而二零一二年六月則為��日。為
與若干主要客戶維持長期之業務關係，本公司已放寬信用良好之客戶之信貸期，以便其
在經濟放緩及鋼鐵行業下游需求不溫不火期間應對彼等的貿易週期。一般而言，本集團
管理層對客戶採取審慎之信貸政策，密切監察其還款情況及持續檢討其信貸期。倘還款
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將會相應地調整。倘應收賬款結餘成為呆
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賬撥備。

本集團擁有��%權益的山西國新樓俊新能源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初開始興建焦爐煤
氣合成天然氣設施的前期工作。本集團已向有關政府部門提交環境影響評估批文申請，
目前正在等待有關批文。

展望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國際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多變並充滿挑戰。中國正處於推進工業
化、信息化、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仍將保持強勢增長，從而刺
激煤炭需求增長。

然而，中國國內外宏觀經濟條件以及煤炭供需的變動已導致國內煤炭需求下滑並對煤炭
價格產生不利影響，令本公司的業務營運面臨巨大壓力。為滿足客戶需求，本公司採取
措施，調整產品及利用業務，以降低生產成本。在生產成本降低的同時，本公司成功鞏
固客戶基礎，因此，本公司的業務在不同經濟週期一直穩步發展。

價格自二零一三年開始連續下跌七個月後，冶金焦炭價格開始企穩並有反彈的趨勢。此
外，在推出一系列反腐策略後，中國政府推出加速發展鐵路投資及城鎮化的後續計劃。
該等政策將刺激鋼鐵需求，從而最終利好本公司的業務。

本集團收購山西樓俊集團泰業煤業有限公司（前稱為山西臨縣泰業煤礦有限責任公司）
�0%權益之項目仍在進行。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優質煤炭投資項目，以實現其成為煤炭及
焦炭綜合企業的目標。

在全球經濟復甦充滿變數的情況下，本公司將繼續加強整體管理並採取有效對策，靈活
應對市場變化，努力從中國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受益，以回報我們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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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債務到期情況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增加�,��0,000港元。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
之銀行借貸之到期情況如下：���,��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000港元須於第
二年償還。

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並以固
定利率計息，另有�%以港元（「港元」）計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000港元，其中��%以人民幣計值，�%以美元計值及��%以港元計值。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之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降低
所承擔之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事項。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人（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其表現以及員工個人表現，或會向合資格僱員發
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有所貢獻
之合資格參與者。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有
�,���,���份（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份）。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質押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及一項賬面值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000港元）之物業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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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
率）約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為��%）。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及其他
借貸、應付關連人士款項之非即期部份及承兌票據之總額，減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
目。總資本指本公司總權益。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
港元計值。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而收入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承擔人
民幣之淨匯兌風險。

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狀況及其外匯風險情
況，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無）。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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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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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於提升本集團內部之企業管治標準，以提高披露重要資料之透明度。董事認
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各現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並無指定任期。然而，全體董事須遵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退任條文，當中規定三分之
一之在任董事須輪席告退，且各董事須至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守則條文A.6.7及E.1.2

根據守則條文A.�.�，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小龍先生及高文平先生均不在香港，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守則條文E.�.�，董事會董事長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董事長（「董事長」）因有
其他要務須處理，不能出席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柳
宇先生擔任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並於會上回答本公司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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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已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動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董事長蔡穗新先生獲委任為鐵江現貨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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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五月，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柳宇先生獲委任為Pluton Resources 
Limited（一家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獨立非執行董事梁遠榮先生退任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
上市之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且不再擔任其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主席以及提名
委員會之成員。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執行董事吳子科先生獲委任為Palabora Mining Company Limited（一
家於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的一位非執行、非獨立董事的替任董事。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即梁遠榮先生（主席）、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及高文平先生（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柳宇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 
吳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 
高文平先生及梁遠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