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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LD HOLDINGS LIMITED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1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813,987           702,955 
銷售成本   (632,659)  (536,137) 

毛利   181,328   166,818  
      
其他收入   5,554   5,74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9,236)                8,662 
分銷費用   (19,367)  (26,186) 
行政費用   (131,850)  (131,791) 

經營溢利                   26,429  23,250  
      
融資成本                       (109)                 (158) 
   

 
  

除稅前溢利  4  26,320              23,092 
所得稅 5  (9,666)  (5,390) 

本期溢利   16,654        1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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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 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7,958             18,877 
非控股權益                (1,304)               (1,175) 

本期溢利               16,654              17,702 
      
中期股息                18,075  18,075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 3 仙   港幣 3 仙  
      
每股盈利  6     
- 基本及攤薄     港幣 2.98 仙    港幣 3.13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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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16,654            17,702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可隨後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無稅項影響） 

   
              (5,548) 

  
              2,99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1,106            20,692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2,573             21,791 
  非控股權益                  (1,467)              (1,099)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1,106             2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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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2,082  267,389 
- 投資物業   6,980  6,980 
- 經營租約下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3,995  4,057 

   293,057  278,426 
無形資產   1,860  1,860 
其他金融資產   20,435  18,040 
遞延稅項資產   11,525  13,037 
   326,877  311,363 
流動資產      
      
交易證劵   141,930  169,990 
存貨   207,410  188,05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329,429  190,142 
已抵押銀行結餘   2,673  5,0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493  172,171 

   828,935  725,4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82,044  178,417 
銀行貸款   6,813  8,612 
本期應付稅項   15,797  9,082 
   304,654  196,111 
      
      
流動資產淨額   524,281  529,31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51,158  84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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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 未經審核 （續）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7  147 
長期服務金準備   3,077  3,380 
   3,224  3,527 
      

資產淨值   847,934  837,1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6,994  46,994 
儲備   783,810  771,23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830,804  
 

818,231 

非控股權益   17,130  18,916 

權益總值   847,934  837,147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業績是按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並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獲授權刊

發。 
 
除了預期會在二零一五/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訂外，本中期財

務業績已按照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這些會

計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附註2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需在編製中期財務業績時作出會對政策的應用和

本年度截至現在為止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

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本中期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但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作出審閱。 
 
雖然以早前呈報資料載列於中期財務業績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的財務資料，並不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

自這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

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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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而該等修訂於本集團及本

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呈列方式造成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本集團按照向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

員就資源分配和績效評估之內部匯報資料方式列報以下六個須報告分部。概無經營分部

已經匯總，形成以下須報告分部。 

 

玩具 : 玩具製造、銷售及分銷。 

電腦製品 : 電腦製品製造及銷售。 

家庭用品 : 家庭用品製造、銷售及分銷。  

時計 : 鐘錶、電子產品及禮品製造、銷售及分銷。 

投資 : 投資於債券及股本證券、結構性產品及管理基金。 

其他 : 出租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及物業升值所得長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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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管理

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績效評估的本集團須報告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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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 
收入  

        
496,579 

                
115,567  

             
61,050 

        
140,791  

                
-                  -    813,987 

分部間的收入  
                 

-    
                      

-    
                    

-    
                

-    
                

-                  -    - 
         

須報告分部收入  
        

496,579 
                

115,567  
             

61,050 
        

140,791  
                

-                  -    813,987 
         
         
須報告分部溢利

/（虧損）  
        

45,995 
                 

2,919 
                

(5,138) (2,520) 
       

(10,280)         113  31,08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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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部資產  
        

454,692 
              

196,199 
           

114,809  
        

153,055 144,603 
       

48,236  1,111,594 
         

須報告分部負債  177,733 
                

38,602 
             

41,026 
         

42,968 
                

-    
            

6,909  30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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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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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 
收入  

        
321,895  

                
117,761 

             
81,687  

        
181,612  

                
-                  -    702,955 

分部間的收入  
                 

-                  -    
                 

-                  -    
               

-                  -    - 
         

須報告分部收入  
        

321,895  
                

117,761 
             

81,687  
        

181,612  
                

-                  -    702,955 
         
         
須報告分部溢利/
（虧損）  

        
12,685  

                 
8,871 

               
2,379 (1,227) 

         
6,795          220 29,723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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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部資產  
        

345,523 
              

183,314 
           

111,871 
        

139,262 175,050 
       

49,644 1,004,664 
         

須報告分部負債  100,466 
                

24,446 
             

36,406 
         

34,865 
                

-    
            

8,684 20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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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31,089             29,723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費用             (4,769)             (6,631) 

除稅前綜合溢利             26,320           23,092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1,111,594      1,004,664 
分部間應收款抵銷            (19,787)          (19,306) 

         1,091,807        985,358 
遞延稅項資產              11,525          13,037 
未分配企業資產             52,480                        38,390 

綜合總資產         1,155,812      1,036,785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307,238           204,867 
分部間應付款抵銷           (19,787)           (19,306) 

            287,451            185,561 
本期應付稅項              15,797                9,082 
遞延稅項負債                   147                  147 
未分配企業負債 4,483                            4,848 

綜合總負債             307,878           19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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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分部資料 

下列載列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收入之地區分佈資料。客戶之地區分佈是基於貨品送

運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香港（藉地）  46,090  33,115 
     
北美洲  391,526  355,147 
英國  134,274  130,288 
歐洲（英國除外）  121,427  84,289 
亞洲（中國大陸及香港除外）  34,095  33,775 
中國大陸  30,490  29,975 
其他  56,085  36,366 

  767,897  669,840      
     
  813,987  702,955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09                158 
      
(b) 其他項目      

折舊   13,987            13,294 
租賃土地權益之攤銷   62                   62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收益）淨額             614                (169) 
交易證券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12,210             (4,890) 
員工成本   264,963          222,107 
利息收入      
- 交易證券   (706)  (604) 
- 銀行存款   (275)  (360) 
- 其他借款   (636)  (45) 
租金收入   (540)  (431) 
股息收入   (1,225)  (1,301)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回撥               -            (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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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6,437             4,691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1,716        1,368 
遞延稅項          1,513          (669) 

          9,666        5,390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估計年度有效稅率 16.5% 
（二零一四年: 16.5%）計算。香港以外地區的附屬公司稅項同樣使用預期相關國家將予

應用的估計年度有效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17,958,000 元（二零一四年: 港幣

18,877,000 元）與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602,491,000 股（二零一四年 : 
602,491,000 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未有具備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因

此，本期間及去年同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7.    固定資產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固定資產變動如下： 
 

  
物業、機器及

設備 

  
投資 
物業 

 經營租約下

自用租賃 
土地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 

 
267,389 

  
6,980 

  
4,057 

  
       278,426 

增加 32,062  -                 -           32,062 
出售 (643)                   -                  -              (643) 
折舊及攤銷         (13,987)  -             (62)           (14,049) 
匯兌調整           (2,739)  -                -             (2,73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282,082 
  

6,980 
  

3,995 
  
        293,057 

 
 
 
 
 
 
 
 
 
 
 

- 11 -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之準備），有關於結算

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三個月以內   237,161  122,492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15,847  4,653 
六個月後但十二個月內   22,618  36,608 
十二個月後但十八個月內   19,041  88 
十八個月以上   247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94,914  163,84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34,515  26,301 
  329,429            190,142 
 
給予顧客之信貸條款各異，一般按個別顧客之財政狀況衡量。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一般

由發單日期起計九十天內到期支付。除了應收賬款港幣 18,686,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 : 港幣 26,992,000 元）預期超過一年後收回外，其餘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

收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有關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一個月以內   40,399  33,360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35,762  4,922 
三個月以上   1,634  3,0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77,795  41,2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04,249  137,124 

   282,044  178,417 
 

其中包括客戶預付款之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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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 814,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

之港幣 703,000,000 元上升 16%。同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 17,900,000 元，較去年之港幣

18,900,000 元，下跌 5%。經營業績之進一步分析詳述如下。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玩具部之營業額創新高紀錄，由去年同期之港幣 322,000,000 元上升

54%至港幣 497,000,000 元，相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度營業額之 88%。

營業額增加主要是與一部極受歡迎電影有關之玩具之銷售強勁所致，而該電影將於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上映。由於營業額大增，故本部門上半年之經營溢利由去年之港幣 12,700,000 元激

增至港幣 46,000,000 元。 
 
電腦製品部之電腦磁頭及智能溫度計業務持續面對挑戰。然而，新付運之產品 ─ 智能連接

設備彌補了部份受影響之業務。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部門上半年之營業額由去年之港幣

118,000,000 元，輕微下跌 2%至港幣 116,000,000 元。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部門錄得之經

營溢利為港幣 2,900,000 元，較去年之港幣 8,900,000 元下跌。 
 
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珠海廠房發生火災意外導致停產五星期，故家庭用品部於上半年之營業

額下跌 25%，由去年之港幣 82,000,000 元下跌至港幣 61,000,000 元。直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尾，火災意外導致總損失約港幣 4,200,000 元。而確實之損失須取決於保險賠償而定。於回

顧期間，本部門錄得經營虧損為港幣 5,100,000 元，而去年則為經營溢利港幣 2,400,000 元。 
 
於零售呆滯之環境下，時計部於上半年之營業額由去年之港幣 182,000,000 元下跌 22%至港

幣 141,000,000 元。儘管已採取嚴厲措施以控制經營成本，本部門之經營虧損仍增至港幣

2,600,000 元，而去年之經營虧損為港幣 1,200,000 元。 
 
美國加息和中國經濟放緩的顧慮，令金融市場變幻不定，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交易證券已

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港幣 12,200,000 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淨收益港幣 4,900,000 元。於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交易證券，由本財政年度初之港幣 170,000,000 元減至

港幣 142,000,000 元。 
 

變現能力、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一直謹慎管理其財務資源。如同過往，本集團持續維持良好現金流動狀況。於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盈餘為港幣 150,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 177,000,000 元）。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港幣 829,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港幣 725,000,000 元）。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為港幣 329,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90,000,000 元）及流動負債為港幣 305,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 196,000,000 元），其中包括按揭貸款結餘港幣 7,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9,000,000 元）是以本集團賬面值港幣 33,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4,000,000 元）之物業作擔保。若干交易金融資產及銀行存款合計為港

幣 126,0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55,000,000 元）已抵押給銀行以擔保

本集團的銀行備用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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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資本負債比率（即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監察其資本結構。於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7%（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代表本集團變現能力之營運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比

率）為 2.72 倍，而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3.70 倍。另代表公司短期變現能力之速

動比率（即應收賬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流動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1.71 倍，減至 1.45 倍。 
 

前景及展望 
根據玩具部現時的訂單情況，管理層相信該部門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仍能錄得理想業績。另

一方面，薄膜磁頭之業務仍維持偏軟。然而，隨著智能溫度計和智能連接設備的需求增加，

電腦製品部的前景仍然樂觀。由於火災意外，家庭用品部於本年度可能會錄得虧損。儘管如

此，管理層預期望該部門之業績於來年將會有所改善。同時，於消費疲弱之環境下，管理層

深知時計部之前路將充滿挑戰。因此，正在發展新產品以增加銷售。 
 
總括而言，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錄得盈利。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對之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為單位之買賣交易，如人民幣、美元及英鎊。本集團

不時以遠期外匯期貨合同對沖匯兌風險。 
 

股息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 3 仙（二零一四年：港

幣 3 仙）。股息總數為港幣 18,000,000 元（二零一四年：港幣 18,000,000 元），乃根據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中期業績宣佈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之數目而作計

算。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五）派發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

期四）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 
 

- 14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之人士，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請各股東最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過戶手續。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人數分別於香港二百三十三人（二零一四年：二百

四十人），中國大陸六千六百八十五人（二零一四年：四千三百二十九人）及歐洲七十一人

（二零一四年：七十七人）。於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為港幣 264,963,000 元（二零一四年：

港幣 222,107,000 元）。本集團確保其員工之薪酬福利具有市場競爭力，並按員工之表現，

經驗及同業之現行慣例釐定員工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匯報，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 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先生、李大壯

先生及葉文俊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及外聘核數師定期會面，以討

論審計事項及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 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先生、葉文俊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 
－ 岑錦雄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載於本公司之網頁內。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兩名執行董事 – 委員會主席 Robert Dorfman 先生和張曾基博士，以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 – 李大壯先生、葉文俊先生及吳梓堅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角色為制

定政策以提名董事；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以及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向董事會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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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下列所述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任，這與守則條文第 A.4.1 條有所偏離。然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值告退。於此，本公司認為有充足的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

常規不遜於企業管治守則之標準規定。 
 
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這

與守則條文第A.6.7條有所偏離。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劵交易之行為守則，其條款不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劵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劵交易之行為守

則。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業績報告 

本公告登載於聯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eraldgroup.com.hk)。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包括符合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發送給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Robert Dorfman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此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Robert Dorfman 先生 
岑錦雄先生 ACIS, CPA 
張曾基博士 PhD, Hon LLD, Hon DBA, JP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大壯先生 SBS, OM, JP 
葉文俊先生 
吳梓堅先生 CA(AUST.), FCPA 
 
*僅以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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