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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75）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4 392,434,673 388,117,918
銷售成本 (312,618,152) (311,319,794)

毛利 79,816,521 76,798,12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9,177,340 26,812,564
銷售及經銷成本 (38,525,888) (37,021,619)
行政費用 (36,052,548) (36,539,825)
其他費用 (2,929,762) (800,124)
融資成本 6 (7,847,329) (7,590,829)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 (5,836,506)

除稅前溢利 5 3,638,334 15,821,785
稅項 7 (2,251,374) (2,134,72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所佔
本年度溢利 1,386,960 13,687,062

股息 8
中期 – 1,327,524
建議末期 – 1,327,524

– 2,655,048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所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0.52仙 5.16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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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070,224 74,756,541
預付土地租賃款 20,747,231 20,935,727
其他無形資產 10,405,833 9,312,500
可供出售投資 680,000 680,000

非流動資產總計 109,903,288 105,684,768

流動資產
存貨 48,073,068 49,306,42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084,685 17,141,423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70,267,865 87,166,28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 1,989,000
作抵押定期存款 – 8,374,1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569,534 39,699,878

流動資產總計 178,995,152 203,677,12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39,181,472 51,873,86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8,274,501 27,627,027
衍生金融工具 1,444,685 –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60,524,148 80,081,066
應繳稅項 3,388,279 1,495,571

流動負債總計 132,813,085 161,077,532

流動資產淨值 46,182,067 42,599,5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6,085,355 148,284,365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6,522,557 7,439,537
遞延稅項 2,951,481 3,611,481

非流動負債總計 19,474,038 11,051,018

資產淨值 136,611,317 137,233,347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50,480 26,550,480
儲備 110,060,837 109,355,343
建議末期股息 8 – 1,327,524

權益總額 136,611,317 137,23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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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法例之披
露規定適當編製。除樓宇、金融衍生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價值計量外，本財務報告
乃以歷史原值成本法計算。本財務報告以港元呈列。

綜合賬項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
務報告。收購附屬公司之業績自該等公司被收購之日（本公司取得該等公司之控制權之日）
起綜合計算，並綜合計算至該控制權終止為止。本集團公司之間所有重大交易及賬項結存
已於編製綜合賬項時互相抵銷。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年度財務報告。除特殊情況引
起之會計準則變更及附加披露外，採納該新增及經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並未對該等財務報告
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擔保合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交易之現金流量對𢓭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價值計量選擇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詮釋第4號

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財務擔保合同之修訂

此項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範圍作出變更，要求不被視為保險合約之已發行
財務擔保合同，首先按公平價值確認，再次計量時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
或然負債和或然資產釐定之金額與首次確認之金額之較高者，減去（如適當）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確認之累計攤銷。採納該修訂對本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b)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本集團自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採用了本詮釋，詮釋就釐定安排是否包含一項必須
採用租賃會計核算的租賃提供了指南。本集團根據本詮釋確定本集團的部分安排包
含租賃，因此本集團已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對該安排進行了會計處理。但
是，採用本詮釋對這些財務報告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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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業務劃分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
劃分之收入、溢利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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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52,370 205,741,362 194,882,303 182,376,556 – – – – 392,434,673 388,117,918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6,138,645 7,173,851 – – – – (6,138,645) (7,173,851)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970,957 9,539,291 927,267 309,059 27,459 67,318 – – 7,925,683 9,915,668

總計 210,661,972 222,454,504 195,809,570 182,685,615 27,459 67,318 (6,138,645) (7,173,851) 400,360,356 398,033,586

分類業績 16,289,813 22,197,106 (4,577,002) (7,377,540) (1,478,805) (2,467,342) – – 10,234,006 12,352,224

銀行利息收入 1,251,657 586,812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16,310,084
融資成本 (7,847,329) (7,590,829)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 (5,836,506) – – – – – – – (5,836,506)

除稅前溢利 3,638,334 15,821,785
稅項 (2,251,374) (2,134,723)

本年度溢利 1,386,960 13,687,062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44,115,251 148,836,248 88,695,733 95,469,019 16,207,651 16,501,556 (1,689,729) (1,507,925) 247,328,906 259,298,898

未分配資產 41,569,534 50,062,999

總資產 288,898,440 309,361,897

分類負債 32,629,196 37,994,253 33,825,671 40,595,744 1,001,090 910,881 16 16 67,455,973 79,500,894

未分配負債 84,831,150 92,627,656

總負債 152,287,123 172,128,55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5,311,849 16,674,646 10,248,241 8,115,583 373,501 339,486 – – 25,933,591 25,129,715
應收款項減值 250,060 253,240 85,017 544,479 – – – – 335,077 797,719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 – – 1,150,000 – – – 1,150,000 –
滯銷存貨撥備 218,089 100,000 404,253 574,216 – – – – 622,342 674,216
重估樓宇之盈餘計入
資產重估儲備 – – – – 760,060 424,648 – – 760,060 424,468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283,766 245,133 – – 199,602 199,602 – – 483,368 444,735
資本開支 18,243,611 16,063,075 11,135,851 12,875,683 70,670 159,974 – – 29,450,132 29,09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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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劃分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劃
分之收入、資產及資本開支之資料：

分類收入 其他分類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分類資產 資本開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 102,456,554 147,783,763 101,189,142 117,126,683 6,012,299 6,369,959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
其他地方 29,250,519 12,564,548 141,938,843 142,007,641 23,265,285 22,283,446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計 131,707,073 160,348,311 243,127,985 259,134,324 29,277,584 28,653,405

日本 29,815,271 28,537,084 3,132,589 3,500,258 – –
其他亞洲國家* 12,497,500 12,055,947 5,971,405 8,567,253 6,162 292,323

亞洲總計 174,019,844 200,941,342 252,231,979 271,201,835 29,283,746 28,945,728

德國 71,620,338 70,691,098 3,875,537 20,501,377 – –
其他歐洲國家** 108,908,257 91,002,808 15,295,221 8,430,074 – –

歐洲總計 180,528,595 161,693,906 19,170,758 28,931,451 – –

北美洲 26,960,340 16,815,723 10,559,663 6,266,769 166,386 153,004

其他*** 10,925,894 8,666,947 6,936,040 2,961,842 – –

綜合 392,434,673 388,117,918 288,898,440 309,361,897 29,450,132 29,098,732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韓國。

** 其他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英國，法國，荷蘭，奧地利，瑞士，丹麥，瑞典及
西班牙。

*** 其他國家主要包括南美洲國家，澳洲及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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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為本集團營業額）指年內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商品銷售 392,434,673 388,117,9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251,657 586,812
模具收入 3,215,023 3,901,874
廢料銷售 1,248,606 405,270
銷售佣金 2,239,860 4,427,6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5,359 –
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 16,310,084
加工費收入 79,604 434,847
其他 1,137,231 746,039

9,177,340 26,812,564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308,039,143 307,705,578
核數師酬金 1,827,952 1,250,000
折舊 21,976,924 22,189,715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483,368 444,735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約租金 3,444,966 3,348,02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956,667 2,940,000
滯銷存貨撥備* 622,342 674,216
員工開支（包括董事其他酬金）
工資及薪金 93,150,148 92,673,424
股本結算購股權支出 23,252 69,285
公積金供款 1,167,804 1,241,425

94,341,204 93,984,134
減：已資本化的遞延發展成本 (4,800,000) (4,200,000)

89,541,204 89,784,134

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不符合對𢓭條件的交易 1,444,685 –

匯兌差額，淨額 1,136,871 2,146,990

* 本年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備計入綜合利潤表列為「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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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7,395,403 6,463,552
融資租約利息 451,926 917,316
可換股貸款票據利息 – 209,961

7,847,329 7,590,829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年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五年：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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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律、解釋公
告和相關常規，按照常用稅率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2,310,156 2,134,723
本期－其他地區 601,218 –
遞延稅項 (660,000) –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2,251,374 2,134,723

按照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大多數的子公司所受管轄區域的稅前利潤之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
項費用，與按實際稅率計算出的稅項費用之調節，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所得稅稅率）和實
際稅率的調節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 3,638,334 15,821,785

按法定稅率17.5%計算之稅項（二零零五年：17.5%） 636,708 2,768,812
其他公司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不同稅率之影響 282,390 –
聯營公司應佔虧損 – 1,021,389
不須繳稅之收入 (1,638,885) (4,405,767)
不可扣減稅項之支出 952,344 2,466,972
以往期間動用之稅項虧損 (255,399) (149,431)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266,407 145,663
其他 7,809 287,085

按本集團有效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為61.9%
（二零零五年：13.5%） 2,251,374 2,134,723



8

8.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中期股息－無（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0.5港仙） – 1,327,524
建議末期股息－無（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0.5港仙） – 1,327,524

– 2,655,048

9.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1,386,960港元（二零零五年：13,687,062
港元）及於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265,504,800股（二零零五年：265,504,800股）計算。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顯示每股攤薄盈利，原因是於
年內尚未行使之股份購股權對年內之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之影響。

10. 應收賬項及票據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66,877,306 75,191,309
可退回的折扣性票據 3,390,559 11,974,971

70,267,865 87,16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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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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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退回的折扣性票據是帶息的。

在結算日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56,097,927 65,652,82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8,966,591 7,823,104
一百八十天以上 1,812,788 1,715,383

66,877,306 75,191,309

在結算日可退回的折扣性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3,390,559 11,974,971



9

11. 應付賬項

在結算日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38,132,629  49,888,727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849,474 1,947,621
一百八十天以上 199,369  37,520

39,181,472  51,873,868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日到期償還。

12. 結算日後事項

一間附屬公司西城（清新）電子有限公司於中國以註冊資本 5,000,000美元（相等於
39,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註冊成立。本集團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首次以 750,000美元（相等於 5,850,000港元）投入資金，餘下的 4,250,000美元（相等於
33,150,000港元）將會在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或之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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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達392,400,000港元，較去年
上升1.1%。整體毛利由去年約76,800,000港元上升至本年約79,800,000港元。權益持有
人應佔溢利約為1,4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3,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0.52港仙（二零零五年：5.16
港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並不建議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五：
每股0.5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
戶登記。為確保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六年度，本公司的核心業務包括電子消費品及精密零部件面對一些挑戰。雖
然本地電子行業於回顧年度有放緩跡象，但本集團於年內的整體營業額較上年有輕
微上升，並且創出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的新紀錄。

本集團的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的營業額增加了6.9%，由去年的182,300,000港元上升
至本年194,900,000港元。一如往年，整體營業額增長主要由於多項因素所致，包括新
產品帶來銷售收益及來自若干現有客戶及新客戶的銷售額增加。  於北美市場的銷
售正在增長中。雖然北美市場於本年的整體營業額比目標水平為低，但亦已較往年上
升約68%。

精密零部件的分類業務的營業額下跌了4.0%，由去年205,800,000港元下跌至本年
197,600,000港元。此分類業務的營業額下跌之部份原因是因為本地電子行業需求減
少。  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為了改善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的毛利率，終止出售一些
低檔次的產品。因此令本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市場之整體銷售額較去年下
跌25,600,000港元。  然而，本集團增加海外市場之推廣活動，董事欣然報告本集團之
海外顧客銷售額增加了35%由去年的49,600,000港元增加至今年的66,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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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情況相約，本集團持續面對生產成本逐步上升的挑戰，尤其是工人工資上升及
人民幣升值。二零零六年的電子消費品及精密零部件的分類業績都不如理想。  精密
零部件的分類業績由去年22,200,000港元下降至本年16,300,000港元。另一方面，電子
消費品分類業務的業績雖有2,800,000港元的改善，但本年仍出現4,600,000港元的虧
損。

因生產成本上漲，若干現有產品之毛利率因此下降。然而，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下旬
推出若干有較佳毛利率的新產品到市場。因此，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由去年19.8%改善
至本年20.3%。

於本年內，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協議收購一塊位於中國清遠的土地之使用權。此土地
使用權是以現金代價6,400,000人民幣購入。土地將會被用作未來擴充本集團生產設
施。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間曾經提出一項針對本公司及其兩間附屬公司的專利侵權投
訴，而其後於二零零五年撤消其投訴的美國公司（「投訴人」），再次以同一理由向美
國地區法院提出對本公司及其兩間附屬公司的專利侵權投訴（「該投訴」）。在二零零
六年十月，投訴人及本集團同意以無損現有利益下自願地撤消該投訴（「該撤消」）。
此外，雙方並同意不會再提出起訴行動，直至以下情況出現，以最早計：(a)專利複審
結束；(b)發出補發專利或(c)從該撤消的日子計十八個月後。年結後，於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已向美國申辦專利及商標辦事處要求，並獲其同意複審該投
訴相關之專利。本集團經已就投訴人之前聲稱的專利侵權指控尋求法律及特許專利
權律師的意見，並獲知會本集團之天氣預測產品功能並無侵犯投訴人所持有的專利
權。

未來計劃及展望

雖然於本回顧年度之銷售收入並未如本集團之業務計劃滿意地增長，但本集團堅信
其核心業務有擴展的空間。 本集團會繼續發展其核心業務並且發掘出更多機會以進
一步提升其業務。

隨著在美國該投訴之撤銷，本集團期望有特許商標「HONEYWELL」品牌及本集團自
有品牌之電子消費產品於北美市場之銷售額將進一步改善。  此外，於二零零六年下
旬推出市場之新產品被市場廣泛地接受，客戶所訂購該新產品亦自推出日以來陸續
付運。  因此，本集團相信在二零零七年電子消費品業務的業績將會轉虧為盈。

精密零部件業務之產品包括按鍵、合成橡膠、塑膠零部件及液晶體顯示器。本集團提
供「一站式購物」之方案予精密零部件業務之客戶，使他們可以有效地透過本集團採
購多於一種零部件。為了給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並發展更多商業機會，本集團計劃簡
化及重整此業務的架構以達至本集團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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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中山的新生產廠房設施之興建正順利進行。根據本集團目前的計劃，該新設施
的興建成本與預算相符，而新廠房將會於二零零七年第三季竣工。  當廠房於竣工並
開始啟用後所提升之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的生產能力，將可支持本集團的業務拓展
計劃。

年結後，於二零零七年四月，ERP系統已在本集團的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啟用。 本集
團亦已計劃稍後於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實施ERP系統。隨著ERP系統的實施，本集團
加強後的資源策劃、營運效率及成本控制，可助本集團舒緩部份因增加生產及營運成
本而引起的影響。

營運回顧

以下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業績概況。

‧ 營業額比去年上升1.1%至本年之392,400,000港元。

‧ 毛利相比二零零五年輕微上升約3,000,000港元至本年約79,800,000港元。

‧ 經營業務溢利於未計及融資成本為 11,500,000港元，較上財政年度下跌
11,900,000港元。

‧ 融資成本比去年增加300,000港元至7,900,000港元。

‧ 本年度溢利約為1,400,000港元。

回顧本年度，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上財政年度相比下降約4.0%。另一
方面，電子消費品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去年相比增長約6.9%。

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改善約3.9%。

本集團融資成本較去年上升至7,900,000港元原因是市場利率及集團借貸較去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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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及財務機構借款總額，包括長期貸款、融資租賃、
透支及進出口貸款約為77,000,000港元，其中60,500,000港元將於二零零七年償還。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結算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總額約
41,6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等貨
幣為主，因此本集團並沒有重大的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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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總債項相對總資產基礎計算之負債率為52.7%（二
零零五年：55.6%）。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沒有銀行借款是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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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結算日並
沒有其他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約為265,500,000股，本集團之總
股東權益約為136,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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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0額外股份之發行以及約
8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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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
內與我們其中一間主要銀行安排了一項25,000,000港元之分期貸款作為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山市建設新的生產設施之融資。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約3,400名僱員，其中約90名駐香港，15名
駐海外及約3,295名駐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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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海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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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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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惟在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區分上有所偏差。進一步詳情將載於二零零六年年
度報告。

財務報告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在二零零六年全年業績提呈董事會審閱和批准前已作出審閱。

承董事會名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陳友華先生及鍾奕昌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