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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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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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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2 146,218,246  184,619,595
銷售成本  (114,798,125 ) (152,942,393)

毛利 31,420,121  31,677,2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156,807  3,017,811
銷售及經銷成本 (15,920,968 ) (21,080,644)
行政費用 (13,972,214) (18,695,902 )
其他費用  (625,598 ) (1,118,772 )
融資成本 4 (1,898,215) (2,557,098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159,933  (8,757,403 )
稅項 6 (800,000) (850,00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所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359,933  (9,607,403 )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所佔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0.14仙  (3.62)仙

攤薄 不適用  (3.62)仙

每股股息 8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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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359,933  (9,607,403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54,034  6,374,04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所佔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613,967  (3,233,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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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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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15,613 154,274,311
預付土地租賃款 21,074,014 21,335,443
其他無形資產 9,092,080 10,038,329
可供出售投資 680,000 680,000
預付租金 585,000 702,000

非流動資產總計 177,246,707 187,030,083

流動資產
存貨 42,399,569 45,476,7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533,478 17,620,388
應收賬項及票據 9 47,387,662  64,630,96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495,773 51,510,355

流動資產總計 130,816,482 179,238,4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0 48,685,768 61,748,249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0,933,441 34,158,844
衍生金融工具 11 – 106,627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39,483,510 70,967,824
應繳稅項 3,141,733 2,636,232
產品保養撥備 9,429 355,774

流動負債總計 122,253,881 169,973,550

流動資產淨值 8,562,601 9,264,8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5,809,308 196,294,958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 4,108,231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7,511,286 24,504,712
遞延稅項負債 1,509,031 1,509,031
董事貸款 12,000,000 12,000,000

非流動負債總計 31,020,317 42,121,974

資產淨值 154,788,991 154,172,984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50,480 26,550,480
儲備 128,238,511 127,622,504

權益總額 154,788,991 154,17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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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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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溢利 –  –  –  –  –  –  359,933  359,933
其他全面收入 –  –  –  –  –  254,034  –  25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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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6,550,480  50,541,281  117,118  660,651  6,466,509  (2,716,749 ) 63,464,893  145,084,183

本期間虧損 –  –  –  –  –  –  (9,607,403 ) (9,607,403 )
其他全面收入 – – – – –  6,374,045  –  6,374,045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6,374,045  (9,607,403 ) (3,233,358 )

股本結算購股權安排 – –  8,221  – – – –  8,22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6,550,480  50,541,281  125,339  660,651  6,466,509  3,657,296  53,857,490  141,85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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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0,404,146  1,098,45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923,010) (27,658,939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8,477,741) 10,444,86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30,996,605) (16,115,624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510,355  30,209,559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7,977) 377,58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495,773  14,471,5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20,495,773  14,47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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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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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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
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第7號修訂本 披露－改進有關金融工具披露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 列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
第1號修訂本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嵌入式
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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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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忠實計劃
委員會）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房地產建造協議
委員會）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委員會）詮釋第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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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經營的性質及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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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品類別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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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監控分類業務各自的經營業績，以有效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分類業績依據
經營溢利或虧損進行評估，其在若干方面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經營溢利或虧損所
依據的標準相同。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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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料（續）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劃分
之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開支之資料：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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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收入 95,548,085 117,484,789 50,670,161 67,134,806 – – – – 146,218,246 184,619,595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1,180,675 1,238,366 146,880 546 – – (1,327,555 ) (1,238,912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70,309 2,774,180 438,338 140,305 21,883 1,279 – – 2,130,530 2,915,764

總計 98,399,069 121,497,335 51,255,379 67,275,657 21,883 1,279 (1,327,555 ) (1,238,912 ) 148,348,776 187,535,359

分類業績 9,946,115 8,992,205 (7,804,976 ) (14,089,506 ) 890,732 (1,205,051 ) 3,031,871 (6,302,352)

銀行利息收入 26,277 102,047

融資成本 (1,898,215 ) (2,557,09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59,933 (8,757,403)

稅項 (800,000 ) (850,000)

本期間溢利╱（虧損） 359,933 (9,607,403)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5,407,091 5,443,931 6,707,225 7,276,118 461,136 510,057 – – 12,575,452 13,230,106

資本開支 585,633 28,978,125 2,324,577 21,994,930 12,800 78,640 – – 2,923,010 51,051,695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5,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4,200,000港元）的收入乃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的一名外部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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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分類資料（續）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劃分
之收入及資本開支之資料：

分類收入 其他分類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資本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 31,733,380  44,376,098  1,482,800  5,788,9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 8,762,779  11,810,396  1,433,925  45,252,944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總計 40,496,159  56,186,494  2,916,725  51,041,864
日本 7,966,515  6,065,518  –  –
其他亞洲國家* 16,515,706  15,983,751  –  9,831

亞洲總計 64,978,380 78,235,763 2,916,725  51,051,695

奧地利 24,707,085  24,247,510  –  –
德國 22,881,805  23,479,194  –  –
其他歐洲國家** 17,043,158  30,146,797  –  –

歐洲總計 64,632,048  77,873,501  –  –

北美洲 11,253,079  20,734,989  6,285  –

其他*** 5,354,739  7,775,342  –  –

綜合 146,218,246  184,619,595  2,923,010  51,051,695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以色列及印度。

** 其他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英國、法國、荷蘭、瑞士、丹麥、瑞典、西班牙、
俄羅斯、比利時、匈牙利及波蘭。

*** 其他國家主要包括南美洲國家、非洲國家、澳洲及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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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6,277  102,047
模具收入 1,240,873  1,405,149
廢料銷售 –  23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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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7,928
其他 783,030  758,172

2,156,807  3,017,811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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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137  2,487,783
融資租約利息 122,078  69,315

1,898,215  2,55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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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折舊 9,914,952  10,832,28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416,250  2,17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244,250  227,824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775,529  (1,374,656 )
匯兌差額，淨額 380,605  35,735
產品保養撥備 81,705  149,347
應收賬項減值 625,598  818,349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106,627) 300,4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5  (517,928 )

* 本期間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備╱（撥回）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上之「銷售
成本」內。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稅項支出 800,000  850,000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零八年：16.5%）的
稅率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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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所佔溢利淨額359,933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9,607,403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5,504,8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5,504,800股）計算。

於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並沒有列出，原因是此期內並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此期內之
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是按此期間股東所佔虧損
淨額9,607,403港元。於期間加權平均普通股股份數目是265,504,800股已發行股
份，等同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數目。同時，於此期間已發行購股權假設被行使
以致46,296股加權平均普通股在無代價下發行。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應收賬項及票據
客戶買賣條款中，除新客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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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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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64,081 59,369,997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042,775  4,656,136
一百八十天以上  2,080,806  604,834

47,387,662  64,63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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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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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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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3,906 39,654,62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4,099,648 17,480,459
一百八十天以上 4,582,214  4,613,161

48,685,768  61,748,249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日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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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於本期間到
期。

此遠期貨幣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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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已計入本期間利潤表內（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虧損300,423港元）。

12. 購股權計劃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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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計劃，本公司有1,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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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股普通股，額外股本為190,000港元，股份溢價為296,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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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份購股權尚
未行使，佔本公司當日已發行股份約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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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聯人士交易

(a) 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其中2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6,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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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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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提供予重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6,080,403  6,674,941
退休僱員褔利 –  14,040
終止福利 103,161  126,011
以股份作支付的費用 –  8,221

給予重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6,183,564  6,823,213

(c) 本公司獲一位董事提供12,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000,000港元）貸款，該董事並無就提供該貸款收取任何利息。

14.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財務報表計提撥備的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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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50,000  194,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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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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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46,2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20.8%。然而，整體毛利則由去年同期約31,700,000港元輕微下降至本期間約
31,400,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約為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虧損9,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0.14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3.62港仙）。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在這財政期間，本集團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來自客戶的訂單減少，令本集團的總
營業額出現倒退。然而，因受惠於原材料價格下降、勞動成本及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放
緩、加上優化作業流程、削減日常開支及提升生產效率的措施初見成效，整體的毛利率
較去年同期上升4.3%至21.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2%)。

本集團在本財政期間致力執行以上一系列成本控制措施，令固定生產成本減少約
13,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21.3%。同時，本集團成功加強控制日常營運開支及
重整人力資源，令銷售及經銷成本減少約5,200,000港元，及行政費用減少約4,7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24.5%及25.3%。另一方面，在努力改善財務負擔的情況
下，本集團的融資成本較去年同期下降25.8%。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約 117,500,000 港元下跌至本期間約
95,500,000港元，下跌18.7%，主要原因來自電訊產品的訂單顯注滑落及美國客戶的
訂單下跌所影響。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因受惠於生產成本的控制而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95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約 67,100,000港元下跌至本期間約
50,700,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整體來自美國及歐洲的訂單都出現下跌。同期之經營業績
虧損因受惠於削減日常開支、重整美國及歐洲的運作而較去年同期減少至約7,800,000
港元。

由於預期全球經濟在下半年將會持續疲弱，本集團將維持穩健的財務政策，繼續深化各
項改善措施，集中控制成本，為可能持續不穩定的經營環境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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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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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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00港元，其中39,500,000港元將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之總額約20,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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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人民幣銀行貸款，乃為集團位於中國中山的生
產基地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總債項相對總資產基礎計算之負債率為49.8%（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9%）。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部份樓宇賬面淨值約為49,656,000港元（於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00港元）及其中一幅的土地賬面值約為10,445,000港元（於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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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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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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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股額外股份之發行以及約
490,000港元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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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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特別籌集資金。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2,150名僱員，其中約65名駐香港，約15名駐海
外及約2,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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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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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000 97,242,000* 104,372,000  39.31
陳友華 7,700,000 –  7,700,000  2.90

14,830,000  97,242,000  112,072,000  4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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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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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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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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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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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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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及服務供應商 400,000 – – – –  400,000  9.10.2006  1.4.2009 to  0.242  0.242
 31.12.2012

合計 1,900,000 – – – –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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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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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30,000  97,242,000  104,372,000  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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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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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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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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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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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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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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