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70 ）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

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

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

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

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不能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

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

www.hkgem.com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

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

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本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報

告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

確信：(1)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且無誤導；

(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以致本報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

報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已經審慎周詳考慮，並按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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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約437.3%至29,601,000港元。

－ 於回顧期間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下降約 9.0%至
7,425,000港元。

－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
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載於下文：

簡明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9,086 2,732 29,601 5,509
銷售成本 (13,990) (1,382) (22,106) (3,499)

毛利 5,096 1,350 7,495 2,010
其他收入 48 142 94 174
分銷成本 (740) (1,002) (1,520) (1,354)
行政開支 (4,080) (3,072) (9,137) (7,587)
其他開支 (1,757) (1,854) (2,584) (2,763)
融資成本 (1,359) (159) (1,882) (1,244)

除稅前虧損 (2,792) (4,595) (7,534) (10,764)
所得稅開支 4 — — — —

期內虧損 (2,792) (4,595) (7,534) (10,764)

應佔：
　母公司
　　權益持有人 (2,750) (3,423) (7,425) (8,155)
　少數股東權益 (42) (1,172) (109) (2,609)

(2,792) (4,595) (7,534) (10,764)

中期股息 5 — — — —

每股虧損 6
　基本 0.208港仙 0.322港仙 0.560港仙 0.767港仙

　攤薄 0.205港仙 不適用 0.553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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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113,454 84,395
　無形資產 11,640 11,594
　購買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按金 — 11,539
　商譽 732 732
　預付租金款項 15,229 15,229

141,055 123,489

流動資產
　存貨 10,305 8,540
　貿易應收賬款 8 2,720 3,233
　按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賬款 8,994 10,319
　預付租金款項 405 405
　可收回稅款 — 133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20,675 15,208
　應收董事款項及授予
　　高級職員之貸款 — 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8,775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172 92,805

118,271 139,422

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 4,393 7,066
　貿易應付賬款 9 11,144 9,77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8,347 17,294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3,403 57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635
　銀行貸款 22,885 26,234

60,172 61,583

流動資產淨值 58,099 77,839

199,154 2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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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252 13,252

　儲備 149,030 153,97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62,282 167,231

少數股東權益 7,813 7,922

權益總額 170,095 175,153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13 213

　銀行貸款 28,846 25,962

29,059 26,175

199,154 2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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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如早前呈報之
　權益 10,628 48,817 — 3,740 — — (9,720 ) — 53,465

於二零零四年
　七月一日
　如早前呈報之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912 912

一間附屬公司一名
　少數股東之出資 — — — — — — — 19,415 19,415

期內虧損 — — — — — — (8,155 ) (2,609 ) (10,764 )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10,628 48,817 — 3,740 — — (17,875 ) 17,718 63,028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13,252 145,901 2,408 3,740 7,607 607 (6,284 ) 7,922 175,153

確認以股本結算之
　股份支付之款項 — — 2,408 — — — — — 2,408

換算直接於股本確認
　之外國業務時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68 — — 68

期內虧損 — — — — — — (7,425 ) (109 ) (7,534 )

13,252 145,901 4,816 3,740 7,607 675 (13,709 ) 7,813 170,095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根據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完成之集團重組收購

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本公司為此而發行用作交換之股本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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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914 (13,09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8,447) 19,259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00) 1,87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17,633) 8,04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92,805 22,91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5,172 30,963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172 3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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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包括創業板上市規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當披露。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2. 營業額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退
貨及折扣。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費 8,543 268 11,538 622

銷售液化石油氣 6,599 — 11,193 —

銷售天然氣 2,172 589 4,569 1,745

軟件項目收入 1,272 1,092 1,458 1,832

軟件維修保養服務收入 432 658 711 1,115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68 123 132 188

銷售電腦硬件 — 2 — 7

19,086 2,732 29,601 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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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共分為五大營運部門：即燃氣管道建設、銷售液化
石油氣、銷售天然氣、軟件開發及銷售及軟件維修保養服務。本集團乃基於
該等分部申報其主要分部資料。

有關上述部門之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管道 銷售液化 銷售 軟件開發 軟件維修
建設 石油氣 天然氣 及銷售 保養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538 11,193 4,569 1,458 711 132 29,601

分部業績 6,936 (1,276) (592) 239 604 26 5,937

未分配
　企業收入 94

未分配
　企業開支 (11,683)

融資成本 (1,882)

除稅前虧損 (7,534)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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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區分部（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 銷售液化 銷售 軟件開發 軟件維修
管道建設 石油氣 天然氣 及銷售 保養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22 — 1,745 1,832 1,115 195 5,509

分部業績 (118) — (72) (1,480) 647 (278) (1,301)

未分配
　企業收入 174

未分配
　企業開支 (8,393)

融資成本 (1,244)

除稅前虧損 (10,764)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10,764)

地區分部

下表載有本集團以地區市場分類之營業額（不論貨品／服務之原產地）之分
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7,427 1,353 27,476 2,555

香港 1,659 1,379 2,125 2,954

19,086 2,732 29,601 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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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之法定稅率分別為17.5%（二零零五年：17.5%）
及33%（二零零五年：33%）。

由於期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自首個獲
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獲50%寬免。期內所有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並無於中國產生應課稅溢利或已獲豁免
繳納中國所得稅，故並無就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
五年：無）。

6. 每股虧損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750) (3,423) (7,425) (8,155)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25,186 1,062,800 1,325,186 1,062,8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14,928 18,004

　就每股攤薄虧損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40,114 1,343,190

因並無潛在可攤薄普通股，故並未呈列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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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回顧期間內，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約為24,31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6,550,000港元）。

8. 應收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242 1,272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220 983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241 186

超過六個月 1,972 1,745

3,675 4,186

減：呆壞賬撥備 (955) (953)

2,720 3,233

9. 應付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4,737 5,062

31-90天 2,084 598

91-180天 1,123 293

超過180天 3,200 3,824

11,144 9,777

10.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中國天然氣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中國天然氣建設」）
（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中裕燃氣投資有限公司（「中燃投資」）（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及鄭剛先生（「鄭先生」）就中燃投資及鄭先生按彼等當時各
自於中國天然氣建設之股權比例認購合共1,280,000股每股面值7.80港元之中
國天然氣建設新股（「新股」）而訂立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認購協議」）。緊接
股份認購協議完成前，中燃投資及鄭先生分別擁有中國天然氣建設全部股本
之97%及3%之權益。根據股份認購協議，中燃投資及鄭先生將有權分別以總
代價9,684,480港元及299,520港元認購1,241,600股及38,400股新股。此外，倘
鄭先生未能認購其38,400股新股，中燃投資有權以總代價299,520港元認購上
述38,400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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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即根據股份認購協議遞交認購新股申請書之最後
日期），中國天然氣建設接獲中燃投資認購1,280,000股新股之申請書（附有相
關之付款），而鄭先生則並未就認購其38,400股新股作出申請。因此，中國天
然氣建設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總代價9,984,000港元向中燃投資配發
及發行1,280,000股新股。中燃投資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悉數支付上述代
價。

於股份認購協議完成後，中燃投資及鄭先生分別擁有中國天然氣建設經擴大
後全部股本之約99.89%及約0.11%之權益。

中國天然氣建設乃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為
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
臨沂中燃城市燃氣建設發展有限公司（「臨沂中燃」）之全部註冊股本中擁有權
益。臨沂中燃主要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臨沂經濟開發區從事天然氣管道網絡
及配套設施之設計及建設、天然氣之分銷及銷售。

認購新股之所得款項已用作於臨沂中燃之進一步投資，而臨沂中燃以該等所
得款項用於支付臨沂市興建其天然氣管道網絡及配套設施之所需款項。

興建直達臨沂市之東西管道支㵟已於二零零六年七月落成，並現已於臨沂市
透過管道供應天然氣。董事認為，臨沂中燃之營業額將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
大幅上升。經考慮於不久將來臨沂中燃之業務增長帶來預期上升之營業額
後，董事認為訂立股份認購協議將提升本公司應佔臨沂中燃溢利之部份，並
因此而改善本集團之業績。

訂立股份認購協議及於臨沂中燃作進一步投資之交易並無構成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19及20章項下之須予披露交易。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收
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11.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資本承擔。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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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58,099,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約達118,271,000港元，當中

包括存貨約值10,305,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約2,720,000港元、按金、預

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約8,994,000港元、預付租金款項約405,000港元、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約20,675,000港元及銀行結餘及現金約75,172,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達60,172,000港元，當中

包括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約4,393,000港元、應付貿易款項約11,144,000港

元、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18,347,000港元、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約3,403,000港元及約22,885,000港元為有抵押、按商業利率計息及須於一

年內償還之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款總額佔母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資金之百分比計算）為0.32。

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所得資源及銀行借款為其業務提供資

金。

董事對營運資金充裕程度表達之意見

經考慮本集團現時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在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下，董事

認為，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集團目前所需。

匯率波動之風險承擔

於回顧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港元或人民幣為

單位，以及本集團主要以這些貨幣進行其業務交易，因此本集團所面對

之匯率波動並不重大。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並不重大，

故本集團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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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有503名僱員（二零零

五年：251名）。於回顧期間內之薪酬總額約4,93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4,738,000港元）。本集團之員工數目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

月所收購之額外四間營業中之附屬公司。

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政策基本上視乎個別僱員之工作表現而定。

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之若干僱員可獲授予購股

權以認購股份。

抵押本集團之資產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之資產作出任何抵押。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詳情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無就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制訂任何未

來計劃。

競爭性權益

於回顧期間內，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

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足以或可能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

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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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財務回顧

概覽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約437.3%，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

5,509,000港元上升至29,601,000港元。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持續拓

展燃氣業務，包括供應燃氣業務及建設燃氣管道業務。本集團之總營業

額中約39.0%來自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費、約 37.8%來自銷售液化石油

氣、約15.4%來自銷售天然氣、約4.9%來自軟件項目收入、約2.4%來自軟

件維修保養服務收入，而餘下約0.5%則來自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較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36.5%下降至

約25.3%。整體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來自銷售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之營業

額（其毛利率一般相對較低）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之比重上升。因銷售天

然氣及液化石油氣而對本集團總毛利率造成之負面影響，部份獲來自燃

氣管道建設之接駁費營業額（其毛利率一般相對較高）佔本集團之總營業

額之比重上升相抵銷。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之分銷成本增加約12.3%，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

1,354,000港元上升至1,520,000港元。分銷成本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營業

中之附屬公司數目增加造成工資上升所致。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行政費用增加約20.4%，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

7,587,000港元上升至9,137,000港元。行政費用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營業

中之附屬公司數目增加造成薪金及工資上升和支付香港辦事處之租金及

差餉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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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融資成本增加51.3%，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

1,244,000港元上升至1,882,000港元。融資成本上升主要由於因清償本集

團主要用於支付本集團所興建之燃氣管道網絡之未償還銀行借款而產生

之利息開支上升所致。

因此，於回顧期間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下降9.0%，即由二零

零五年同期之8,155,000港元減少至7,425,000港元。

燃氣業務

銷售液化石油氣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銷售液化石油氣之營業額約為11,193,000港

元。此項目之營業額來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月所收購之本集團營業

中附屬公司，因此，於二零零五年同期並無此類別之營業額獲記錄。家

庭用戶乃使用液化石油氣之主要用戶。

建設燃氣管道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建設燃氣管道之接駁費增加1,755.0%，由二零

零五年同期之約622,000港元上升至11,538,000港元。接駁費顯著上升主要

由於連接本集團現有之燃氣管道網絡之家庭用戶數目及本集團燃氣管道

項目之數目上升所致。

銷售天然氣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銷售天然氣之營業額增加161.8%，由二零零

五年同期之約1,745,000港元上升至4,569,000港元。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

已連接家居及工業／商業用戶之數目以及燃氣總消耗量有所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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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業務

軟件維修保養服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軟件維修保養服務收入之營業額下降約

36.2%，由二零零五年同期之約1,115,000港元下降至711,000港元。有關營

業額下降主要由於使用由本集團提供之軟件維修保養服務之客戶數目下

降所致。

開發及銷售人力資源管理軟件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軟件項目收入之營業額下降約20.4%，由二零

零五年同期之約1,832,000港元下降至1,485,000港元。有關營業額下降主

要由於本集團集中資源開發及發展燃氣相關業務所致。

展望

本公司預期中國之燃氣市場將於二零零六年餘下時間持續表現強勁。於

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將繼續集中於開拓及發展燃氣相關業務。本集團將

致力取得更多中國獨家燃氣業務，從而提升其市場地位及改善其財務表

現。就現有燃氣業務而言，本集團將更著力連結更多用戶至本集團之燃

氣管道網絡，以提升本集團來自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費及銷售管道燃氣

之營業額，並因此改善其財務業績。

關於軟件業務之前景乃因本地及外國競爭者激烈之競爭而面臨挑戰。因

此，本集團將對市場環境保持警覺，並持續對其軟件業務採取審慎而保

守之取向。

為改善本集團之經營業績，本集團將繼續實施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如

合併採購建設物料之數量及綜合後勤辦公室如會計及行政方面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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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

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

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就證券交易之

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概約百份比

或應佔持股量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總數 百分比

(%)

王文亮先生 附註 個人 10,002,000

　（「王先生」） 公司 872,505,542

882,507,542 66.59

附註： 如下文(a)(ii)所述，王先生於彼所持之10,002,000份購股權中本公
司之相關股份（「股份」）中擁有權益。和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和
眾」）為882,507,542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王先生因擁有和眾已
發行股本之52%權益而被視作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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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

佔本公司

持有 相關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王先生 10,002,000 個人 10,002,000 0.75%

（附註1及2）

郝宇先生 8,004,000 個人 8,004,000 0.60%

（附註1）

魯肇衡先生 5,004,000 個人 5,004,000 0.38%

（附註1）

許永軒先生 5,004,000 個人 5,004,000 0.38%

（附註1）

附註：

1. 該批認股權乃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認股權
計劃而授出，並授權持有人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二日期間按行使價每股0.310港元認購股份。

2. 王先生所持該等10,002,000份購股權之相關股份與上文(a)(i)所述之
股權重複。

(iii) 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類別 相關法團 持股百分比

王先生 個人 和眾 52%

郝宇先生 個人 和眾 12%

附註： 和眾乃本公司相聯法團，原因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08 條
其作為本公司控股公司持有本公司所有已發行股本超過50%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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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

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

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

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就證券交易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或淡倉。

(b) 本公司主要股東之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

司行政總裁）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

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達10%或以上之權益︰

於股份之好倉

權益概約

股東姓名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和眾（附註1) 實益擁有人 872,505,542 65.84%

附註：

1. 王文亮先生因其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2%權益而被視為於股份中
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

何其他人士（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股

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在任何情況下於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力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達10%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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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規

定，惟下述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以固定任期委任，並須予重選。

本公司偏離此條文，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固定任期。然而彼等須

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合資

格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順龍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組成之審核委

員會已經與本公司之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

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34至5.45條規則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股份。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亮先生（主席）、郝宇先生
（行政總裁）及魯肇衡先生；非執行董事許永軒先生（副主席）、王磊先生
及Nicholas John Ashley Rigg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順龍先生、羅

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文亮

香港，二零零六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