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Interim
Report

2010

中期

報告



1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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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所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2 191,655,556 146,218,246
銷售成本 (148,228,686) (114,798,125)

毛利 43,426,870 31,420,121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726,829 2,156,807
銷售及經銷成本 (15,862,826) (15,920,968)
行政費用 (10,836,714) (13,972,214)
其他費用 (192,690) (625,598)
融資成本 4 (1,080,761) (1,898,215)

除稅前溢利 5 17,180,708 1,159,933
所得稅開支 6 (2,802,324) (800,000)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 14,378,384 359,933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所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5.42仙 0.14仙

攤薄 5.41仙 不適用

每股股息 8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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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間溢利 14,378,384 359,93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63,327) 254,034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4,215,057 61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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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426,002 139,368,094
預付土地租賃款 20,585,514 20,829,762
其他無形資產 6,108,329 8,145,829
可供出售投資 680,000 680,000
遞延稅項資產 1,358,447 1,358,447
預付租金 351,000 468,000

非流動資產總計 160,509,292 170,850,132

流動資產
存貨 40,853,686 36,859,29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776,192 12,744,645
應收賬項及票據 9 74,148,232 61,645,8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398,679 32,405,249

流動資產總計 153,176,789 143,655,05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0 58,393,227 56,778,707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6,833,765 24,712,798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31,667,891 35,936,113
董事貸款 – 12,000,000
應繳稅項 10,433,047 8,151,972

流動負債總計 127,327,930 137,579,590

流動資產淨值 25,848,859 6,075,4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6,358,151 176,925,596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4,194,226 18,976,727
遞延稅項負債 1,083,406 1,083,406

非流動負債總計 15,277,632 20,060,133

資產淨值 171,080,519 156,865,463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50,480 26,550,480
儲備 144,530,039 130,314,983

權益總額 171,080,519 156,86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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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資產 匯兌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購股權儲備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6,550,480 50,541,281 96,000 660,651 8,932,357 3,916,555 66,168,139 156,865,46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63,327) 14,378,384 14,215,05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6,550,480 50,541,281 96,000 660,651 8,932,357 3,753,228 80,546,523 171,080,520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6,550,480 50,541,281 93,960 660,651 8,205,596 4,222,879 63,898,137 154,172,984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54,034 359,933 613,967

股本結算購股權安排 – – 2,040 – – – – 2,04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6,550,480 50,541,281 96,000 660,651 8,205,596 4,476,913 64,258,070 154,7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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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1,658,757 10,404,14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69,454 (2,923,01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1,050,724) (38,477,7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9,022,513) (30,996,60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405,249 51,510,355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5,943 (17,97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398,679 20,495,77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398,679 20,49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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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
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相同，惟以下影響本集團及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第1號之修訂 準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款項－
第2號之修訂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業務合併
第3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分開呈列財務報告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之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委員會）－詮釋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有作出售之非流動資
第5號之修訂（包含於 產及已終止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
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 權益之修訂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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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續）

採納以上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編製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類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經營的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不同的分類業務，有以下三
個分類：

(a) 精密零部件類別包括製造及銷售精密零部件包括按鍵、合成橡膠及塑膠零部
件及液晶體顯示器；

(b) 電子消費品類別包括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品包括時計、天氣預計及其
他產品；及

(c) 總公司及其他類別包括集團長期投資及總公司的收入及支出項目。

管理層獨立監察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
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溢利╱（虧損）（其為經調整由持續經營錄得除稅前溢利╱
（虧損）之計量）予以評估。經調整由持續經營錄得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以本
集團之由持續經營錄得除稅前溢利╱（虧損）計量，惟銀行利息收入、融資成本以及
總部及集團開支不包含於該計量。

分類業務之內部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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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收入 129,747,036 61,908,520 – 191,655,556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1,395,283 590,644 – 1,985,9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78,961 128,935 229 1,708,125

132,721,280 62,628,099 229 195,349,608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1,985,927)

收入 193,363,681

分類業績 22,294,224 (4,080,048) 28,589 18,242,765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18,704
融資成本 (1,080,761)

除稅前溢利 17,180,70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4,583,883 5,441,860 529,978 10,555,721
資本開支 160,699 154,650 16,300 33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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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收入 95,548,085 50,670,161 – 146,218,246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1,180,675 146,880 – 1,327,555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70,309 438,338 21,883 2,130,530

98,399,069 51,255,379 21,883 149,676,331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1,327,555)

收入 148,348,776

分類業績 9,946,115 (7,804,976) 890,732 3,031,871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26,277
融資成本 (1,898,215)

除稅前溢利 1,159,933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5,407,091 6,707,225 461,136 12,575,452
資本開支 585,633 2,324,577 12,800 2,92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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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34,768,164 31,733,380
中國大陸 10,867,873 8,762,779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25,537,611 24,482,221
北美洲國家 15,827,659 11,253,079
歐洲國家 99,602,998 64,632,048
其他國家 5,051,251 5,354,739

191,655,556 146,218,246

以上銷售收入按客人所在地區劃分。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6,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25,600,000港元）的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10%，乃來自精密
零部件類別的一名客戶。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704 26,277
模具收入 61,034 1,240,873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 106,6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701,103 –
其他 945,988 783,030

1,726,829 2,15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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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016,330 1,776,137
融資租約利息 64,431 122,078

1,080,761 1,898,215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折舊 8,273,971 9,914,95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037,500 2,416,250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244,250 244,250
滯銷存貨撥備* 3,436,166 775,529
匯兌差額，淨額 214,294 380,605
產品保養撥備 – 81,705
應收賬項減值 192,690 625,598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 (106,6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701,103) 5

* 本期間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備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上之「銷售成本」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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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1,725,000 800,000

本期－其他地區
本期間支出 1,077,324 –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2,802,324 800,000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零九年：16.5%）的
稅率撥備。源於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應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常用
稅率計算。

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額14,378,384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9,933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265,504,800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5,504,800股）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是按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額14,378,384
港元。於期內加權平均普通股股份數目是265,504,800股，是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數目計算，等同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數目。同時，於期內已發行購股權假設被
行使以致385,714股加權平均普通股將在無代價下發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盈利並沒有列出，原因是去年同期內
並未行使之購股權對去年同期內之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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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9.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買賣條款中，除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外，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
提。一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付，優良客戶可享用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位
客戶均有信用額度。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賬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
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對逾期應收款作經常審閱。鑒於以上所述及由於本集團的應收
賬項涉及大量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的信貸風險。應收賬項是不計利息，而
可退回的折扣性應收票據是帶息的。該結餘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及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68,541,009 54,066,37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5,489,913 7,503,268
一百八十天以上 117,310 76,225

74,148,232 61,645,865

10.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50,817,826 44,152,49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7,540,722 10,683,462
一百八十天以上 34,679 1,942,755

58,393,227 56,778,707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日到期償還。



14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遠期貸幣合同其賬面金額相當於其公平價值，並已於去年同期到
期。此遠期貨幣合同並不符合對沖會計法標準。此非對沖貨幣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
之變更為溢利106,627港元已計入去年同期利潤表內。

12.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現行購股權計劃所發行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累計最大數目不得超過本公
司於任何時候股票發行量的百分之三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計劃，本公司有1,5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
據本公司現行股本結構，全面行使餘下之購股權將導致本公司額外發行1,500,000
股普通股，額外股本為150,000港元，股份溢價為240,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
前）。

於批准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根據計劃，本公司有1,500,000份購股權尚
未行使，佔本公司當日已發行股份約0.6%。

13. 關聯人士交易
(a) 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其中45,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4,900,000港元）已於報告期末動用，乃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提供之個人擔保
110,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900,000港元）作為抵
押。該董事並無就提供該等擔保收取任何代價。

(b) 本集團提供予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6,386,798 6,080,403
終止福利 99,327 103,161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6,486,125 6,18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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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關聯人士交易（續）

(c) 本公司獲一位董事提供貸款（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00,000港
元），該董事並無就提供該貸款收取任何利息。該貸款在本期間已全數償還給
該董事。

14.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財務報表計提撥備的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附屬公司之貸款擔保 179,050,000 179,050,000

(b) 本集團其中一附屬公司現正成一訴訟案中的被告人，原告人宣稱附屬公司未
有按買賣合約中訂明下安排運送有關貨品。根據本集團的外聘法律顧問的意
見，附屬公司就有關訴訟擁有充分合理的免責辯護，因此董事認為除有關的
法律費用外，附屬公司無需要為有關訴訟作出任何撥備。

15. 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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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91,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31.1%。而整體毛利則由去年同期約31,4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43,400,000
港元。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4,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5.42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0.14港仙）。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全球的經濟活動於今年上半年顯著好轉，因受惠於市場需求的增長。在這財政期間，本
集團的業務出現強勁反彈，同時成功降低營運成本、加上銷售額上升，集團整體的毛利
率較去年同期上升1.2%至22.7%（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5%)。

固定生產成本由於營業額上升而較去年同期增加27.3%至約63,300,000港元。因為有效
控制日常營運開支令銷售及經銷成本減少約100,000港元及行政費用減少約3,1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0.4%及22.4%，而融資成本下降約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43.1%是由於提升營運資金管理及減少資本性開支所致。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額增加至約129,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5.8%，主
要原因是來自歐洲的訂單增加。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因得益於產品價值的提高、有效
控制成本及提升生產力而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24倍至約22,30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銷售額增加至約61,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2.2%，主要
原因是來自歐洲的訂單出現增長，同期之經營虧損減少至約4,100,000港元，其中大部
份為一次性存貨減值撥備。本業務受市場需求收縮及競爭激烈影響，預期將繼續面對不
明朗的經營環境。

雖然歐美經濟仍然面對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已接獲今年下半年的訂單仍持續增長。因為
工人工資及原材料價格上漲，預期對成本造成一定的壓力，我們將繼續控制成本及管理
風險來提升盈利能力並投放資源於技術開發、強化自動化生產以加強集團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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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其香港及中國內地主要往來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所
提供之銀行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財務機構借款總額，包括長期貸款、融資租賃及進出
口貸款約為45,900,000港元，其中31,700,000港元將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之總額約23,4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
等貨幣為主，現時，集團約有18,300,000人民幣銀行貸款，乃為本集團位於中山的生產
基地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總債項相對總資產基礎計算之負債率為45.5%（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1%）。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部份樓宇賬面淨值約為48,926,000港元（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500,000港元）及其中一幅的土地賬面淨值約為10,239,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342,000港元）已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

或然負債

除了公司給予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有關附屬公司的貸款擔保外，本集團其中一附屬公司
現正成一訴訟案中的被告人，原告人宣稱附屬公司未有按買賣合約中訂明下安排運送有
關貨品。根據本集團的外聘法律顧問的意見，附屬公司就有關訴訟擁有充分合理的免責
辯護，因此董事認為除有關的法律費用外，附屬公司無需要為有關訴訟作出任何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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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約為265,500,000股，本集團之總股東權
益約為171,100,000港元。

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董事會授予本集團部份服務供應商、資深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
權。全面行使已授出但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將會導致1,500,000股額外股份之發行以及約
390,000港元之收入。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額外一般銀行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買賣要求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特別籌集資金。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2,190名僱員，其中約60名駐香港，約5名駐海外
及約2,125名駐中國內地。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酬金。本集團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
來已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目的是提供獎勵及報酬予本集團僱員。

此外，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於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供款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國內地的僱員，本集團須要按照其當地政府所營辦的
中央公積金，以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作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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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而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按董事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股份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全權信託之 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直接實益持有 創辦人 總數 之百分比
賴培和 7,654,000 97,242,000* 104,896,000 39.51
陳友華 7,700,000 – 7,700,000 2.90

15,354,000 97,242,000 112,596,000 42.41

* 賴培和先生之其他權益詳載於下文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
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而
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各董事在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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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
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藉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
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參與訂立
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當期尚未行使的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如下：

購股權數目
公司股份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授出 於授
二零一零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一零年 購股權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出日之

參與者姓名及類別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取消 放棄╱到期 六月三十日 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價格***
港元 港元

非董事之僱員 1,500,000 – – – – 1,500,000 26.1.2005 1.1.2006 to 0.260 0.260
31.12.2012

於期內尚餘之購股權調節附註：

* 購股權賦予權利的日期是由授出當日起計算直至行使期的開始日。

** 購股權的行使價是受到如配售新股或派送紅股，或本公司股本類同的變動而調整。

*** 本公司於購股權授出日期所披露的股價是購股權授出當日起計算之前在聯交所第一個交易
日的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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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置之
權益登記冊所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直接 配偶或 信託之 已發行股本

名稱 實益持有人 未成年子女 受益人 總計 百分比
陳玉蓮（附註a） – 7,654,000 97,242,000 104,896,000 39.51
Celaya (PTC) Limited（附註b） – – 97,242,000 97,242,000 36.63
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附註c） – – 97,242,000 97,242,000 36.63
賴耀鎮（附註d） 1,866,000 21,450,000 – 23,316,000 8.78
林蓮珠（附註d） 23,116,000 200,000 – 23,316,000 8.78

附註：

(a) 陳玉蓮女士為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因而被當作持有該等股份權益。

(b) Celaya (PTC) Limited 以賴氏家族單位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97,242,000股股份。賴氏家
族單位信託所有已發行單位由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以賴氏家族信託（一
全權信託，而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及子女乃全權信託受益人）之受託人身份持有。

(c) 此欄所指之股份與附註(b)所指之同一批股份有關。

(d) 林蓮珠女士為賴耀鎮先生之妻子，而賴耀鎮先生與賴培和先生則屬兄弟關係。林蓮珠女士
及賴耀鎮先生申報同一批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有任何人士（不包括
本公司董事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在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
冊之權益或短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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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述偏離者外，於中期報告所涵蓋的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而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未區分，並由賴培和先生擔任。由於董事會將定期舉行會議，
以考慮影響本公司營運之重大事宜，因此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
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失衡，並相信此架構能使本公司快速及有效制訂及推行決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
事於整個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擁有一個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而設立的審核委員會，目的是對本集團財務報告
的流程和內部監控進行審閱和監督。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
括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報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及陳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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