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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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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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OUS SUN ENTERPRISES LIMITED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2,269,990  2,948,086 

銷售成本   (1,257,136)  (1,706,510) 

毛利   1,012,854  1,241,576 

其他收入及收益   81,686  110,237 

銷售及分銷支出   (704,265)  (878,231) 

行政費用   (300,809)  (376,675) 

其他費用   (38,782)  (41,696) 

融資成本   (4,446)  (7,180) 
      
經營溢利   46,238  48,03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497  163 
      

除稅前溢利 (2)及(3)  46,735  48,194 

所得稅費用 (4)  (9,702)  (4,952) 
      
本期溢利   37,033  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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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中期合併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7,732  45,140 

非控股權益   (699)  (1,898) 

期內溢利   37,033  43,242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5)     

基本及攤薄      

－期內溢利   3.62  4.26 
      

每股中期股息   3.40  4.00 

      

本期已派發及擬派發股息詳情載於本業績公佈附註 9。 

    
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中期合併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7,033  43,24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其後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價值變動，稅後淨值   8,614  30,848 
重新分類調整已計入合併損益表之出售收益   -  (37,848) 

   8,614  (7,000)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4,165)  16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稅後淨額   (5,551)  (6,8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1,482  36,406 

      
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2,181  38,304 

    非控股權益   (699)  (1,898) 

   31,482  3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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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中期中期中期簡明簡明簡明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3,081  775,070 

持有至到期投資   592,038  463,948 

其他非流動資產   265,507  260,00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90,626  1,499,02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87,988  715,960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291,713  314,718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22,130  345,690 

已抵押存款   30,297  833,441 

現金及現金等額   806,267  1,013,397 

其他流動資產   56,377  114,321 

流動資產總值   2,094,772  3,337,527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373,590  579,90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費用   763,325  803,388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191,833  1,011,620 

應付稅款   212,792  232,122 

其他流動負債   1,729  16,729 

流動負債總值   1,543,269  2,643,76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51,503  693,7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42,129  2,192,786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總值   49,238  47,220 

資產淨值   2,092,891  2,145,566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03,871  104,936 

儲備   1,978,383  2,029,294 

   2,082,254  2,134,230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0,637  11,336 

權益總值   2,092,891  2,14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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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簡明合併財簡明合併財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務報表附註務報表附註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和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了採納以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外，編制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主要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或已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

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纳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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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下列表格分別列出本集團各營運分部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分部收入及分部業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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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 

  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  出口業務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出口業務  其他

其他其他

其他  總計

總計總計

總計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五

五五

五年

年年

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五

五五

五年

年年

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五

五五

五年

年年

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
二零一二零一

二零一五

五五

五年

年年

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向外間顧客銷貨  2,020,136  2,536,238  249,280  410,726  574  1,122  2,269,990  2,948,08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4,315  52,446  4,177  8,889  9,636  5,286  38,128  66,621 

               

總計  2,044,451  2,588,684  253,457   419,615  10,210   6,408  2,308,118   3,014,707 

               

分部業績  40,907  46,616  2,336  16,185  1,556  (1,410)  44,799  61,391 

            

利息收入         34,982  30,976 

未分配收入         8,576  12,640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費用 

        

(37,673)

 

(49,796)

融資成本         (4,446)  (7,180)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及虧損  -  -  497  163  -  -  497  163 

 

除稅前溢利 

         

46,735 

  

48,194 

所得稅費用         (9,702)  (4,952)

          

 

期內溢利 

         

37,033 

  

43,242 

 

* 期間並沒有業務之間的銷售及轉發。 

 

(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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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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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62,388  70,721 

攤銷土地租賃預付款 89  8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065  8,995 

利息收入 (34,982)  (3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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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四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區域之現行稅

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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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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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 香港 3,752  1,823 

本期 – 其他地區 6,686  3,129 

遞延 (736)  - 

 9,702  4,952 

 

本中期合併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內，沒有計入任何聯營公司稅項費用（二

零一四年：無）。 

 

(5)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 37,732,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45,140,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 1,042,507,000 股（二零一四年：1,059,414,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

的認購價高於期間的平均市場價，故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之基本每股盈利沒有

被攤薄。 

 

(6) 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及票據 

 

應收賬款及票據包括已扣除減值準備的應收賬款共 290,438,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13,107,000 港元）及應收票據 1,275,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611,000 港元）。於期末報告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少於四個月。下列為應收賬款及票

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90,134  228,418 

少於六個月 75,186  70,753 

超過六個月 26,393  15,547 

 291,713  314,718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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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於期末報告日的賬齡根據付款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四個月 372,629  578,926 

四至六個月 688  705 

超過六個月 273  273 

 373,590  579,904 

 

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 90天內償還。 

 

(8)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通股股數

普通股股數普通股股數

普通股股數 面值

面值面值

面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位

千位千位

千位  千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普通股 1,038,714  1,049,356  103,871  104,936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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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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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已派發末期股息 65,127  86,342 

    

擬派發中期股息 35,045  42,377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 3.40 港仙（二零一四年：

4.00 港仙）予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派付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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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在回顧的上半年度，世界宏觀經濟，除美國外其他先進經濟體，均乏善足陳。歐元區雖已恢

復輕微增長，但仍受希臘等主權債務風險所影響；即使美國迄今也不敢明確定下加息時間表，

可見其復甦基礎是何等脆弱。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中，下行壓力明顯，上半年度增長總

算能保持在 7%的水平。主要是由基礎建設投資所帶動。而進出口均較去年遜色。中國內地零

售市況仍然淡靜，第一季度走勢相比去年無甚起色，第二季起，市況更趨呆滯。管理層在經

濟下調中採取 “重質不重量” ，寧願犧牲銷售的增長，也要保持合理的毛利率和健康的存貨

水平。因此，毛利率能保持不墜，存貨繼續控制在健康水平，但銷售額卻錄得 23.00%的跌幅。

期內店舖數目亦從去年中的 2,387 間，收縮至 2,098 間。在上半年度澳、紐宏觀經濟及零售市

道，對比去年同期已有所回升；Jeanswest 表現亦有大幅度的改善，但因澳元匯價疲軟走勢未

改，Jeanswest 的業績尚未能回復到舊有水平。 

 

基於上述原因，期內股東應佔中期溢利僅錄得 37,732,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四年：

45,140,000 港元）回落了 16.41%。 

 

以下為本集團在回顧的上半年度內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 

 

變化 

（單位：港幣千元）    

綜合營業總額 2,269,990 2,948,086 ↓23.00% 

其中：     

A. 中國零售總額 

B. 澳、紐零售總額 

1,476,566 

543,570 

1,935,268 

600,970 

↓23.70% 

↓9.55% 

小計 2,020,136 2,536,238 ↓20.35% 

C. 出口銷售總額 

 

249,280 

 

410,726 

 

↓39.31% 

 

本公司股東應佔中期溢利 37,732 45,140 ↓16.41% 

    

（單位：港仙）    

中期每股盈利（基本） 3.62 4.26 ↓15.02% 

中期每股股息 3.40 4.00 ↓15.00% 

    

（單位：港幣千元）    

淨現金 638,272 706,718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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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零售業務 

 

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仍以真維斯品牌為主。期內中國繼續深化其經濟轉型，故增長下行

壓力明顯，加上隨之而來的改革陣痛，使零售消費市道持續低迷，成衣零售行業尤受影

響。兼且春季陰寒，入夏多雨亦減低了顧客購物興致與意欲。宏觀經濟放緩，雖使店舖

租金上升壓力稍為緩和，但工資增加與行內爭相削價促銷，使經營環境依然不易。再加

上網購日益受到年輕一代歡迎，其對實體店的表現，已構成一定挑戰。管理層繼續關閉

成本效益較差的店舖達 289 間，使期內零售網絡內店舖數目收縮至 2,098 間。在市道一

般，銷情不振的情況下，使悉力撙節營運成本的效果不太明顯。期內，管理層盡力保持

了毛利率不墜，庫存維持於健康水平，銷售金額下跌則是意料中事。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零售總額比對去年同期，下跌了 23.70%，錄得 1,476,566,000 港元（二

零一四年：1,935,268,000 港元）。 

 

期間澳、紐宏觀經濟回暖，零售市道隨之亦較為活躍，行內惡性傾銷的情況已相對收斂。

澳元匯價雖仍持續疲軟，管理層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減低匯價走弱帶來的沖擊，並

已取得一定成效。故期內 Jeanswest 的表現較去年有明顯的提升，毛利率已回復到較可接

受的水平，銷售金額亦已回復正增長。 

 

上半年度澳、紐零售總額錄得 543,57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600,970,000 港元），相較

去年同期下跌了 9.55%，若按澳元計算則上升 5.52%。 

 

期內真維斯網店的銷售錄得可觀的增長，走勢令人鼓舞。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度集團零售業務總營業額合共錄得 2,020,136,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

2,536,238,000 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20.35%。佔集團銷售總額的比例，亦從去年

的 86.03%上升至 88.99%。 

 

期內香港及中國內地零售市道疲弱，再加上店舖數目減少，故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的表現受到影響，銷售額及盈利率均是負增長。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店舖合共有 38 間（二零

一四年：50 間），其中在香港及澳門有 19 間（二零一四年：23 間）及在中國內地有 19

間（二零一四年：27 間）。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零售網絡包括真維斯 Jeanswest 及旭日極速（Quiksilver 

Glorious Sun）合共有店舖 2,447 間（二零一四年：2,739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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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出口業務 

 

回顧期內，集團出口的主要市場仍是美國，其經濟復甦走勢已相對穩定，零售活動亦較

前活躍，但集團產品出口單價卻未能充份反映其上升了的生產成本。幸代工出口業務已

收縮至無關輕重；新開發的「設計、生產及出口」業務已成為出口業務的主力。期內「設

計、生產及出口」表現遜於去年，因美國客戶落單量較去年少。在上半年度內出口總金

額達 249,28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410,726,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下跌了 39.31%，佔

集團總銷售額跌至 10.98%。 

 

3. 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仍手持淨現金，而其他財務指標均繼續處於健康水平。 

 

在上半年度，本集團亦有訂立外匯期貨合約，主要用以穩定澳元收益所面對之匯兌風險。 

 

4.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 9,000 人。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水平緊貼

市場平均值。此外，本集團亦按業績及僱員表現給予適當獎勵。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展望下半年業績，管理層的態度較為審慎，因歐、美經濟雖在復甦中，但應不會強勁，除因

底子脆弱外，只要發展稍有苗頭，就要面臨美元加息的窒礙；而集團主要市場所在的中國內

地，其經濟仍在轉型中，增長放緩已成「新常態」。零售市道處於平淡的水平在下半年還會繼

續。但中國經濟增長，在政府的政策配合下，應可維持在 7%的目標水平，故情況可望與去年

同期相若。管理層在淡市中將繼續採取保守策略，落實調整與鞏固，“重質不重量”寧願銷售

金額的下跌，也要保持合理的毛利率和健康的存貨水平；另外，重點發展加盟及網售業務。

品牌的投資及新產品的開發仍會繼續加大力度。澳、紐 Jeanswest 下半年的表現，如能維持上

半年的走勢，全年有望取得滿意的成績，但澳元匯價走勢偏軟仍是一不明朗因素。至於出口

業務按現時接單情況，將稍遜去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止（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獲派發上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香港皇后大道

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至 1716號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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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之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6.7 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

對股東之意見有均衡的瞭解。鍾瑞明太平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參與在香港以外預先

已安排之其他事務，故未能出席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舉行之本公司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

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合共

11,650,000 股本公司股份，全部購回股份已隨之註銷。詳情載列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之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價格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幣千元 

一月 652,000  1.68  1.62  1,095 

二月 834,000  1.67  1.65  1,390 

三月 4,330,000  1.61  1.57  6,936 

四月 2,962,000  1.68  1.59  4,846 

六月 2,872,000  1.68  1.60  4,797 

 11,650,000      19,064 

 

於期內購回本公司股份乃由董事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獲取的股

東授權進行，旨在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楊楊楊楊    釗釗釗釗太平紳士太平紳士太平紳士

太平紳士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楊釗博士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楊勳先生 、楊浩先生 、鮑仕基先生 、 

許宗盛 銀紫荊星章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張慧儀女士及陳永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漢銓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鍾瑞明博士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王敏剛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林家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