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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07）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重點摘要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 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比較：

－ 期間營業額增加約 8.2%至約 760,000,000港元；及

－ 期間毛利增加約 14.2%至約 189,600,000港元；及

－ 期間純利增加約 4.9%至約 69,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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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3 760,005 702,640
銷售成本 (570,406) (536,633)

毛利 189,599 166,007

其他收益 3 3,838 2,626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300) (38,164)
行政開支 (60,913) (47,508)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186 2,400

經營溢利 4 89,410 85,361

融資成本 5 (9,107) (7,045)

除稅前溢利 80,303 78,316

稅項 6 (10,370) (11,68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9,933 66,636

中期股息 無 無

每股盈利：
－基本 7 10.93港仙 13.9港仙

－攤薄 10.90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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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及重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60,258 531,363
預付的土地租賃 20,038 20,262
遞延稅項資產 76 76

680,372 551,701

流動資產
存貨 392,451 304,861
應收賬款及票據 8 482,018 193,43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137 10,762
已抵押存款 － 7,9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57,225 116,879

946,831 633,88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309,598 171,83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2,983 32,304
應付稅項 15,454 18,478
附追索權貼現票據 175,014 －
計息銀行借貸 10 288,304 226,812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42,776 36,552

864,129 485,978

流動資產淨值 82,702 147,9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3,074 699,607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10 46,465 53,467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50,782 42,007
遞延稅項負債 23 23

97,270 95,497

665,804 604,11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64,000 64,000
儲備 601,804 529,870
擬派末期股息 － 10,240

665,804 6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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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未審核簡明綜合賬目時所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四年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
致，惟本集團繼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
間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合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就若干會計政策作出變更。除採納下列適用的新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後出現的若干呈列變動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
編撰及呈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a) 預 付租賃

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導致會計政策有所改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由
固定資產重新分類至經營租賃。於過往期間，業主佔用的租賃土地及樓宇計入固定資
產，並按成本模式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算。在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租賃土地
及樓宇視為兩個獨立部份，惟土地及樓宇的租賃付款無法可靠分割則除外，而在此情
況下，整項租賃一般視為融資租賃。倘土地及樓宇的租賃付款能可靠分割，則土地租
賃權益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的預付租賃，並按成本列賬及以直線法於租期攤銷。此會
計政策變更對保留溢利的期初結餘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就上年度作出調整。

(b) 金 融工具

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號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生效，一般不會以追溯方式確認、解
除確認或計算財務資產及負債。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當有關資產現金流量的合
約權利屆滿，或資產經已轉讓，而該轉讓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可予解除確認的條
件，財務資產方可解除確認。在決定轉讓是否可予解除列賬時，須衡量風險與回報，
並進行控制測試。本集團已於其後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的財務資產轉讓採用
經修訂的會計政策。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本集團的附追索權貼現票據因未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訂明的財務資產的解除確認條件，故已於其後列作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抵
押銀行墊款，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先前視作為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前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列。

(c) 以 股份付款

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份付款」，規定本集團以股份或
股份權利（「以股權結算的交易」）或以相當於指定數目股份或股份權利的其他等值資
產換取購貨或取得服務（「以現金結算的交易」），則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2號對本集團的主要影響與本公司購股權按購股權授出日期釐定的公平值於待行使
期支銷相關。在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前，本集團並無在購股權行使前確認該
等購股權的財務影響。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後，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自有關期間的綜合損益
表扣除。作為過渡條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已追溯應用於所有在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七日後授出而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尚未可行使的購股權。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2號後，導致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保留溢利期初結餘自二零零四年十月授出
購股權以來減少 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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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述綜合損益表所採納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如下：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7號 準則第 2號 合計

溢利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僱員購股權福利增加 － (2,000) (2,000)
折舊減少 224 － 224
租賃預付款攤銷增加 (224) － (224)

溢利減少總額 － (2,000) (2,000)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港仙） － (0.31) (0.31)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折舊減少 213 － －
租賃預付款攤銷增加 (213) － －

溢利並無變動 － － －

(ii) 上述綜合資產負債表所採納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如下：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7號 準則第 39號 準則第 2號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及重列）
固定資產減少 (20,262) － － (20,262)
預付土地租賃增加 20,262 － － 20,262
僱員股份報酬儲備增加 － － 1,000 1,000
保留溢利 － － (1,000) (1,000)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固定資產減少 (20,038) － － (20,038)
預付土地租賃增加 20,038 － － 20,038
應收票據增加 － 175,014 － 175,014
附追索權貼現票據增加 － (175,014) － (175,014)
僱員股份報酬儲備增加 － － 3,000 3,000
保留溢利 － － (3,000) (3,000)

簡明綜合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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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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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之主要分類呈報方式按地區分部呈報。由於本集團逾 90%之收益及資產涉
及製造及銷售針織布料成品與染紗，故此並無披露有關本集團業務分部之資料。

以下概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財務業績的地區分部分析，連同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比較數字：

(i) 按 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

新加坡 台灣 香港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364,776 102,770 95,854 91,042 105,563 760,005
其他收益 1,347 379 354 336 390 2,806

總計 366,123 103,149 96,208 91,378 105,953 762,811

分部業績 77,565 22,817 21,299 20,213 23,188 165,082

其他收入及開支 (95,14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9,933

新加坡 台灣 香港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356,483 169,989 61,257 114,911 702,640
其他收益 833 397 143 269 1,642

總計 357,316 170,386 61,400 115,180 704,282

分部業績 70,105 34,340 12,374 23,320 140,139

其他收入及開支 (73,503)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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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 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669 469,819 1,156,420 295 1,627,203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547 306,661 877,020 1,357 1,185,585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33 3,729 150,947 － 154,709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21 648 90,797 347 91,813

3. 營 業額與收益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減退貨及貿易折扣之發票淨值以及提供織布與染色服務之收入。集團內
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銷售貨品 760,005 698,950
織布及染布服務收入 － 3,690

760,005 702,640

其他收益
貨運服務收入 2,806 1,642
利息收入 166 93
其他 866 891

3,838 2,626

763,843 70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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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 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及重列）

銷售存貨之成本 571,012 533,985
提供服務之成本 2,688 4,220
核數師酬金 470 782
研究及開發成本 1,528 1,060
固定資產折舊 25,814 15,126
攤銷預付地價 224 21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42,565 31,452
退休金計劃供款 1,421 1,817

員工成本總額 43,986 33,269

僱員購股權開支 2,000 －
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445 249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 8
呆賬撥備撥回 (147) (107)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撥回 － (200)
匯兌收益淨額 (1,078) (2,118)

5. 融 資成本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
其他貸款之利息 7,675 5,937

融資租賃之利息 1,432 1,108

9,107 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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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 項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本期稅項－香港
期內支出 4,760 9,141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660) －

本期稅項－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6,149 3,015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21 (476)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0,370 11,68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四年： 17.5%）計算。其他地區之
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9,93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6,636,000港元）
及期間之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640,000,000股（二零零四年： 480,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間股東應佔純利 69,933,000港元
及期間已發行加權平均數 641,324,000股（包括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採用之 640,000,000股股
份，以及假設期間已行使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假設經已發行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1,324,000股）
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股份，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

8. 應 收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264,054 74,741
31至 60日 116,207 45,969
61至 90日 54,655 26,617
90日以上 47,102 46,107

482,018 19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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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 付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83,910 152,608
91至 180日 24,837 16,702
181至 365日 851 2,522

309,598 171,832

10. 計 息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銀行透支 － 237

銀行貸款
有抵押 － 44,998
無抵押 334,769 235,044

334,769 280,042

334,769 280,279

須按要求償還之銀行透支 － 237

須於下列限期償還之銀行貸款：
一年內 288,304 226,575
第二年 23,528 14,004
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2,937 39,463

334,769 280,042

334,769 280,279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288,304) (226,812)

長期部份 46,465 5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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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審核營業額約為 760,000,000港元，
其中布料及染紗銷售各佔約 716,400,000港元及 43,600,000港元。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
增長約 8.2%，布料銷售則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5%。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土市場，以及染紗生產線於去年九月投入運作。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 189,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4.2%。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由去年同期約 23.6%增至約
24.9%，增幅約 1.3%。毛利率輕微上升主要由於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尤其在設立本集
團染紗生產線及削減外發生產程序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為 69,9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4.9%。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由去年同期
約 9.5%減至約 9.2%，跌幅約 0.3%。行政及銷售開支增加約 22.8%，主要來自營業額增
長、市場推廣及一般僱員數目增加，以及新染紗生產線的一般開支上升所致。

本集團近年一直維持穩定增長，而鑒於本集團繼續擴展市場網絡及改良生產設施，
董事有信心本集團日後將持續有良好表現。

業務回顧

1. 製造及銷售布料成品與染紗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布料成品與染紗，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營業額約 94.3%及 5.7%。回顧期間，銷售布料成品之
營業額約為 716,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2.5%。去年九月染紗生產線投入
運作，本集團亦累積更多染紗營運經驗及不斷提高效率，故此染紗之營業額錄
得穩定增長，約為 43,600,000港元。

回顧期間，生產能力並無大幅增長，因為大部份擴展項目仍在進行或剛完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紡織、染布及染紗業務之每月產量分別約
為 7,000,000磅、 9,000,000磅及 2,500,000磅。因應客戶需求，生產力將在二零零五
年下半年進一步提高。

期內，本集團透過招攬優秀人才、加強與潛在客戶的溝通及加大市場推廣力
度，致力開發海外及中國本土市場。

2. 本集團營業額之地區分析

回顧期間，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及其他地區之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
額約 48%、 12.6%、 13.5%、 12%及 13.9%。自二零零四年十月起，本集團開始發展
中國本土市場，成功招攬多個著名中國品牌，使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
約 91,000,000港元，成績驕人。此外，新加坡及香港的銷售額分別增加約 2.3%及
56.5%， 主 要 因 為 該 等 地 區 的 客 戶 服 務 有 所 改 善 ； 而 台 灣 的 銷 售 額 則 下 跌 約
39.5%，主要是由於客戶訂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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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隨著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已加快生產
設備之投資。新針織綜合廠房之工程經已完成，而針織機亦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遷
往新址，提升了本集團的生產效率。此外，發電廠二期（包括裝置第二台燃煤發電
機）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落成，使本集團的生產力大幅提升約 257%至 25,000,000瓦特。
裝設該發電機可確保有充足及穩定之蒸汽及電力供應，減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盈
利，使本集團的經營效率及競爭優勢得以提升。

面對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一直推行連串計劃維持競爭優勢。本集團持續投資生產
設施，並透過招聘優秀人才加強市場推廣及研發資源。此外，本集團持續提升資訊
系統，包括替換現有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及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本集團相信此舉日
後將大幅提高效率及降低生產成本。

染紗業務為本集團未來發展的動力之一。本集團新染紗生產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設
立後，生產效率逐步提升。本集團透過招攬多間著名品牌，成功擴展染紗業務的銷
售網絡。本集團有信心染紗的銷售額將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錄得顯著增長。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產品均屬直接出口，而非送交以中國為基地的成衣生產商，故最
近數月的配額限制並無影響本集團，但本集團會繼續提高競爭力，以待配額限制結
束後把握擴展市場的商機。發展中國本土市場旨在擴大客源，以減低長期內在風險。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及充裕的流動資金。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之流動資產總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約為 946,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33,900,000港元）
及 1.10（二零零四年： 1.30）。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結
存總額約為 57,2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24,8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 603,300,000港元，其中 83.9%
須於一年內償還，而另外 16.1%須於兩年至五年內償還。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銀行借貸總額之 15.5%以融資租賃作扺押，而 11%則按固定息率計息。此外，銀行借
貸總額之 32.3%、 55.6%及 11%分別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負債資產比率（即扣除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
後的銀行借貸與股本之比率）約為 82%（二零零四年： 38.7%）。淨負債資產比率增加
主要由於為符合新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計入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 175,000,000港
元，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 106,400,000港元列作或
然負債。倘以相同基準與去年比較，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資產比率
在扣除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175,000,000港元後應約為 55.7%。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形資產淨值約為 665,800,000港元，包括非流動資
產約 680,4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 82,7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約 97,3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本集團成功從一個由八間國際及本地銀行組成的銀團取
得三年期的銀團貸款 305,000,000港元，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息 0.7厘計息，用作
提供額外營運資金、償還現有銀行貸款及擴充日後生產能力的資金。除減少利息開
支外，該銀團貸款可透過長期融資進行長期投資，以鞏固本集團財政狀況。本集團
經審慎策劃，確保具備足夠財務資源作為營運資金及應付日後資本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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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之風險

本公司的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貨幣單位。由於港元與美元掛漖，故此港
元與美元的匯率並無重大波動。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兌美元升值
2%，對本集團的財務影響並不重大，因為本集團大部份原料均以美元採購。整體而
言，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 188,4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48,600,000港元）之若干廠房及機器以及汽車以融資租賃持有。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於固定資產之投資約為 154,700,000港元，其中約 64.6%用作購買廠房及
設備、約 26.8%用作興建新工廠大樓，而餘款則用作購買其他固定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廠房及設備與在建工程之資本承擔分別約為
15,200,000港元及 28,800,000港元。按上文所述，本集團可在資本承擔到期時支付有關
承擔。

或然負債

本集團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處理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因此，本集團過往列
為或然負債而尚未確認的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 175,000,000港元，已重新確認為本集
團之應收票據，並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表將有關所得款項列為銀行
墊款。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附屬公司向銀行作出無限額相互公司擔保，使附屬
公司可獲取銀行信貸，並已動用其中約 602,000,000港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於期間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3,051名僱員，其中 109名駐於香港、 2,923名在
中國，另外 19名駐於其他地區。僱員薪酬維持可觀水平，並可獲發不定額花紅。其
他僱員福利包括為香港所有僱員提供公積金，並按各地的法定要求為中國和其他地
區僱員提供社會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在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本集團擬按現金狀況、經營資本及投資要
求制訂股息政策，宣派不少於本集團經審核綜合除稅後溢利 25%作為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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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首次公開售股所得款項用途

在扣除有關發行開支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在聯交所上市時發行新股份的所
得款項約為 186,200,000港元，其中 66,3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動
用。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所得款項部份按二零零四年九月
十四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建議的方式作以下用途：

－ 約 22,700,000港元用作擴大生產能力，其中約 3,000,000港元用作添置針織設施，
約 3,100,000港 元 用 作 添 置 布 料 染 缸 ， 約 9,000,000港 元 用 作 購 買 加 工 設 施 ， 約
7,600,000港元用作興建廠房以擴展業務；

－ 約 22,700,000港元用作添置熱電聯產發電機；

－ 約 11,000,000港元用作增購染紗業務所需機器；

－ 約 5,000,000港元用作擴展市場分銷網絡；

－ 約 1,500,000港元用於產品開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餘款約 57,000,000港元列作香港的銀行結存。
董事擬按售股章程所披露的方式動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19條作出披露

根據本集團最近期公佈數字，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約為
1,18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市場總值約為 764,000,000港元，因此本
集團向貿易欠債人 Ghim Li Global Pte Ltd（「Ghim Li」）提供之墊款仍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13-19條作出披露。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該貿易應收款項約為 104,400,000港元。 Ghim Li為獨立第三
方，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並無關連。應收
Ghim Li之貿易款項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產生，而其中 33,000,000港元以 Ghim Li提供
的信用狀抵押，餘額 71,400,000港元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 120日內償還。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向任何公司提供墊款，亦無向本
公司任何聯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及擔保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19條作出披露。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設立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核數委員
會。

除下文所述與守則第 A.4.2條及 B.1.1條不符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根據守則第 A.4.2條下半部，所有董事（包括有特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流告
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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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第 87條，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的三分之一董
事（或倘若人數並非三的倍數，則以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一的人數）須輪流告退，惟
董事會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於在任期間毋須輪流告退，而於每年釐定須退
任之董事人數時亦不會計算在內。

為確保全面遵守守則第 A.4.2條，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提呈特別決議案，以修
訂細則的相關條款。

期間，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 B.1.1條成立薪酬委員會，而有關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十六日成立。有關委員會之詳情載於下文「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一段。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成立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
範圍（可應股東要求而提供），而其職權範圍不比守則所載者寬鬆。為加強獨立性，
兩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及古兆權先
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所有執
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確保薪酬合理及不會
偏高。

提名委員會亦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及古兆權
先生，以及兩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及戴錦文先生。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挑選
董事會成員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確保提名合適的個別人士填補董事空缺。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前已遵照上市規則第 3.21條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
面職權範圍（可應股東要求而提供）。核數委員會的全部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核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及古兆權先
生，主要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守
則。而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董事已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於聯交所網頁披露資料

本公佈的電子版本將刊登於聯交所網頁（ http://www.hkex.com.hk）。截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規定的資料，並將於稍後寄予股
東及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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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雲女士、
黃少玉女士及莊秋霖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及古兆
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六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