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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卓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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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有關比較數字。中

期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07,156 547,863

銷售成本 (482,751) (457,165)

毛利 124,405 90,698

其他收入 3,804 3,3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505) (33,915)

行政開支 (44,490) (45,455)

其他經營開支 (1,099) (487)

經營溢利 3 38,115 14,199

融資費用 4 (5,145) (4,843)

稅前溢利 32,970 9,356

稅項 5 5,829 (3,30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38,799 6,056

每股盈利

—  基本 6 0.06港元 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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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97,231 963,758

聯營公司投資 100 100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2,966 3,248

預付租金  —  長期部份 1,560 1,648

其他資產 1,338 1,283

固定資產按金 9,901 5,159

1,013,096 975,196

流動資產

存貨 165,426 135,532

可收回稅項 10,549 4,494

貿易應收賬款 7 338,992 321,3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7,691 46,470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266 19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 85,014 73,815

627,938 581,80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9 316,946 281,58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8,223 60,911

計息銀行貸款 10 260,291 192,510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11 59,656 56,671

685,116 591,676

流動負債淨值 (57,178) (9,8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5,918 96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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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10 69,571 104,839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11 71,705 78,156

股東貸款 12 30,095 30,043

遞延稅項負債 45,212 45,212

216,583 258,250

739,335 707,079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3 64,000 64,000

儲備 675,335 636,551

建議末期股息 — 6,528

739,335 70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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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86,712 21,02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79,891) (123,30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9,236) 46,9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 (2,415) (55,30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3,815 74,388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1,400 19,08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62,356 52,002

短期定期存款 22,658 —

銀行透支 (13,614) (32,920)

71,400 1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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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

本公司 股份 物業 㶅兌 法定 建議

股本 溢價賬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變動儲備 儲備基金 資本儲備 末期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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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64,000 134,743 19,000 23,635 (125) 17,030 4,064 6,528 438,204 707,079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38,799 38,799

二零零三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 (6,528) — (6,528)

㶅兌調整 — — — — (15) — — — — (15)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64,000 134,743* 19,000* 23,635* (140)* 17,030* 4,064* — 477,003* 739,335

本公司 股份 物業 㶅兌 法定 建議

股本 溢價賬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變動儲備 儲備基金 資本儲備 末期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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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64,000 134,743 19,000 19,739 2 15,300 4,064 9,600 413,959 680,407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6,056 6,056

轉撥往法定儲備基金 — — — — — 1,700 — — (1,700 ) —

二零零二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 (9,600 ) — (9,600 )

㶅兌調整 — — — — 28 — — — — 28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64,000 134,743* 19,000* 19,739* 30* 17,000* 4,064* — 418,315* 676,891

* 此等儲備賬包括資產負債表內之儲備675,33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12,89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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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在編撰中期財務報表時已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

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之基準與二零零三年年報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一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線路板」）（本集

團之唯一主要業務分部），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設有廠房。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報按業務分部劃分之進

一步營業額分析。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中國、香港及台灣除外） 254,182 230,861

中國及香港 111,063 93,218

台灣 89,566 108,605

北美 99,337 78,114

歐洲 53,008 37,065

607,156 547,863

註： 客戶所在地乃向本集團訂購產品之機構所在地。

由於按地區劃分之經營溢利貢獻與營業額貢獻之整體比例大致相若，故並無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呈報按地區劃分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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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之成本 482,751 457,165

折舊 67,589 63,379

㶅兌差額 1,099 487

利息收入 (120) (186)

4. 融資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及透支（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4,747 4,500

銀行貸款（於五年後償還） — 30

股東貸款 52 —

融資租約 1,748 2,251

利息總額 6,547 6,781

減：資本化利息 (1,402) (1,938)

5,145 4,843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中國，香港除外 — 3,000

退回5%企業所得稅 (5,829) —

遞延稅項 — 300

本期間之稅項總支出／（抵免） (5,829) 3,300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本期間內於香港及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於過

往期間，中國蛇口之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乃按該期間之稅率15%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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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綜合純利約38,79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6,056,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4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640,000,000股）計算。由於截至二零

零四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具有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作出財政評估後會給予客戶信貸，並會就客戶過往還款紀錄定期檢討信貸限額。本集團提供之信貸期按個別貿易

客戶而定，由30至90日不等。而本集團亦會經常檢討拖欠之應收賬款，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償還之結餘。此外，

貿易應收賬款乃受信用保險服務所保障。

於結算日，根據銷售貨品之到期日劃分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38,157 261,843

31至60日 47,718 30,396

61至90日 25,269 4,926

90日以上 27,848 24,139

338,992 321,304

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62,356 58,195
短期存款 22,658 15,620

85,014 7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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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根據收到有關貨品及服務之日期而劃分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38,966 170,757
31至60日 42,454 56,560
61至90日 29,404 33,034
90日以上 6,122 21,233

316,946 281,584

10. 計息銀行貸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透支 13,614 —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63,996 34,931
有抵押銀行貸款 252,252 262,418

329,862 297,349

須於一年內或要求時償還之銀行透支、信託收據貸款及短期銀行貸款 174,409 117,696
須於第二年償還之信託收據貸款 — 835

174,409 118,531

有抵押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85,882 74,814
第二年 59,507 84,109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0,064 19,895

155,453 178,818

329,862 297,349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260,291) (192,510)

長期部份 69,571 10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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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融資租約應付租金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一年內 59,656 56,671

第二年 41,204 42,081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501 36,075

131,361 134,827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59,656) (56,671)

長期部份 71,705 78,156

12. 股東貸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控權股東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第二年 22,500 7,543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595 22,500

30,095 30,043

股東貸款乃由本公司董事兼控權股東卓可風先生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訂立之貸款協議而提供。該

筆貸款為無抵押，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計息，並須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起連同上述利息分十二期

每月攤還，並從屬於所有銀行借貸。

13. 股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64,000 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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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及已訂約：

興建工廠大樓之承擔 32,274 18,095

收購固定資產之承擔 14,568 —

46,842 18,095

(b) 其他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二零零一年四月與中國清華大學訂立之科技合作協議而須支付之承擔合共

為6,50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9,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外商獨資附屬公司註冊資本之應付供款為156,00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6,000,000港元）。

15.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未有作出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追索權之貿易應收賬款 11,700 22,688

貿易應收賬款乃受信用保險服務所保障。倘本集團之客戶並無作出付款，則本集團將可討回尚未支付款額之90%。

16.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公司於本期間內曾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審核） （未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由一名董事實益擁有之公司之租金支出 690 690

月租乃根據一名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提供之市場租金估值而計算。

17. 比較數字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披露為非流動資產項下聯營公司權益之應收聯營公司賬款194,000港

元已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項下之應收聯營公司賬款。董事認為，上述重新分類將更適當地呈列本集團之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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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環境回顧

儘管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線路板於第二季之增長率經歷合理調整。於本年度上半年，付運產量（以平方呎計算）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4%。生產設備之平均使用率約為90%。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內，主要原料價格上調。銅箔，0.028"及以上之FR4 core 積層板之價格較去年上升超過90%。

由於石油成本上漲，以及因維修及保養而關閉若干玻璃纖維熔爐，故玻璃纖維布及半固化片之價格亦急劇上升。

儘管物料價格大幅上調，線路板市場僅會接受本集團所生產之產品價格溫和上調介乎3%至8%，反映本集團所生

產之產品類別所屬行業在某程度上仍受產量過剩所影響。

多層線路板（六層及以上）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銷售增長理想，符合本集團之業務策略。邊際利潤較高之多層線

路板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付運水平較去年同期上升約43%。現時，多層線路板佔本集團銷售約33%。

鑑於上述因素，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之平均售價上升約7%，而總營業額則較去年上升11%至607,200,000港元。

本集團位於深圳蛇口工業區之生產廠房並無出現電力供應中斷之情況。本集團將會繼續投放資源於技術能力提升

及市場推廣兩方面，以增加市場覆蓋率及進一步改善其產品組合。

財務業績回顧

與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業績比較，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10.8%至約 607,200,000港元，經營溢利增加168.4%至

38,100,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增加540.7%至約38,800,000港元，而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每股盈利則增加6倍至0.06

港元。

本集團之船運量增加4%，而平均售價則增加7%。平均物料成本主要因主要原料成本增加而上升16.7%。然而，

生產費用則下跌12.4%。因此，平均銷售貨品成本增加1.7%。整體毛利率由二零零三年上半年之16.6%增加至二

零零四年上半年之20.5%。與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其他開支合共增加12.8%至

約9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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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未綜合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

外㶅風險

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主要以美元為結算單位，而採購物料及支付經營開支則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經考

慮本集團以上述貨幣為單位之經營及資金所需，本集團之美元、港元及人民幣㶅率波動風險有限。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外㶅對沖政策，而其過往數年之㶅兌收益及虧損均相對輕微。董事日後將繼續監察外㶅風險，

並考慮在需要時對沖該等風險，以盡量減低外㶅風險。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所得現金流量、股東資金及銀行借貸為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1,64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57,000,000

港元）及計息借貸約為491,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2,000,000港元），錄得負債資產比率（即

計息借貸除以資產總值）約29.9%（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7%）。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5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港元），其中流動資產約為

628,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2,000,000港元），流動負債約為68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92,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約為0.9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9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8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74,000,000港元），其中29%為港元、63%為美元、6%為人民幣及2%為其他貨幣。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銀行信貸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a)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間互相擔保；

(b) 按揭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及

(c) 抵押本集團之若干在建工程以及土地及樓宇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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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借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於下列期限內支付之款項：

一年內 319,947 249,181

第二年 123,211 134,568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8,160 78,470

491,318 462,219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319,947) (249,181)

長期部份 171,371 213,03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港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81.4%，美元佔17%，新台幣佔1%，而日圓則佔0.6%。所

有計息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之季節性借貸要求。

前景

本集團位於韶關之新廠房之建築工程於過往數月進展順利，並可承受不可預見之情況，本集團應將於明年初將其

低端產品生產線遷移至韶關廠房。如本集團於上一本年報所闡述，生產線遷移將使本集團提升產品類別之競爭力，

同時提供足夠空間予本集團於其現時位於蛇口之設施發展其高端及高價產品。

儘管近期關注有關半導體及資訊科技相關工業可能到達一般商業週期頂峰之情況，且進一步受石油價格上升及美

國經濟之不明朗因素等陰霾所籠罩，本集團仍對其業務復甦能力充滿信心。本集團相信，其於過往數年一直致力

改善其產品組合，將使其免受經濟可能出現衰退時之潛在不利影響。現時相對之下本集團擁有較少之高價產品，

表示本集團在此方面仍大有發展空間。近期成功自目標客戶及分類市場地區取得業務，足證本集團正朝著正確之

方向邁進。本集團有信心制訂出能夠取得高回報之產品組合。成功吸引新客戶亦證明客戶肯定本集團之技術能力

及產品質素較其競爭對手出類拔萃。

本集團對其短期及長期表現表示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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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外，本集團僱員總數4,704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18名），其

中香港僱員96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名）、中國僱員4,573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80名）

及其他海外市場推廣辦事處僱員35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名）。根據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僱員薪酬符

合市場水平，並已遵守其經營業務所在地之所有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

本集團一貫鼓勵其附屬公司保送員工參加跟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培訓課程或研討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相關附追索權或然負債為11,7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2,700,000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乃受信用保險服務所保障。倘本集團之客戶並無作出付款，則本集團將可討回尚未支付款額之90%。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為4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000,000港元）。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興建廠房或添置固定資產有關。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其他資料披露

董事服務合約

本公司與卓可風先生、黃志成先生、郭志光先生及黃瑞興先生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分別訂立初步為期三年之

服務協議，期滿後可續期。根據黃志成先生、郭志光先生及黃瑞興先生分別訂立之服務協議，該等協議可由任何

一方向對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之書面通知予以終止，而根據卓可風先生訂立之服務協議，該協議可由任何一方向

對方發出不少於六個月之書面通知予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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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概無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或擬訂立可於一年內終止而無須作出賠償（法定

賠償除外）之服務協議。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或截至中期財務報表日期止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

無訂立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且本公司董事於其中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之重大合約。

董事之股份權益

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好倉 48,000,000 7.50%

卓可風先生 附註 視作擁有 好倉 432,000,000 67.50%

合計 480,000,000 75.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利比利亞共和國註冊成立之 Inni International Inc.擁有，而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股份，並與其妻子共同持有其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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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聯法團  —  Inni International Inc.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12,250 49.00%

附註 視作擁有 12,750 51.00%

25,000 100.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卓可風先生及其妻子共同擁有。

(c) 附屬公司  —  至卓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所持無投票權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遞延股份數目 百分比

卓可風先生 直接 2,000,100 10.00%

附註 視作擁有 17,999,900 89.99%

20,000,000 99.99%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利比利亞共和國註冊成立之 Inni International Inc.擁有，而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股份，並與其妻子共同擁有其餘5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

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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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持有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如下：

佔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附註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Inni International Inc. 直接 好倉 432,000,000 67.50%

卓可風先生 直接 好倉 48,000,000 7.50%

(i) 視作擁有 好倉 432,000,000 67.50%

合計 480,000,000 75.00%

卓朱慧敏女士 (ii) 視作擁有 好倉 480,000,000 75.00%

Hallgain Management Limited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414,000 9.28%

建滔化工集團 直接 好倉 264,000 0.04%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150,000 9.24%

合計 59,414,000 9.28%

Jamplan (BVI) Limited (iii) 視作擁有 好倉 59,150,000 9.24%

建滔投資有限公司 直接 好倉 58,948,000 9.21%

附註：

(i) 上述以 Inni International Inc.名義擁有之權益亦為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節所披露卓可風先生之權益。

(ii) 卓朱慧敏女士為卓可風先生之配偶。卓可風先生擁有49% Inni International Inc.之股份，並與卓朱慧敏女士共同擁有其

餘51%。上述卓可風先生及卓朱慧敏女士之持股量實為同一批股份，而該等股份亦包括在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節所

披露卓可風先生之權益內。

(iii) 建滔投資有限公司及建滔積層板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02,000股股份），為 Jamplan (BVI)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而

Jamplan (BVI) Limited則為建滔化工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Hallgain Management Limited擁有建滔化工集團36.18%之股

本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予以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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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該計劃

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持有股權之任何機構（「所投資機構」）之任何僱員、非執行

董事及客戶，向本集團、其附屬公司或任何所投資機構提供貨物或服務之供應商以及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

支援之人士或機構以及本集團、其附屬公司或所投資機構之任何股東。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之任何其他購股

權計劃授出但尚未行使之全部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該計劃於

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獲採納，並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效。於本期間內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或無任何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無獲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守則第7段所規定有指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告退

並膺選連任。

致謝

對於所有管理人員及僱員投入拼搏之工作，以及本公司業務夥伴及股東之一直支持，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以謝意

及衷心感激。

代表董事會

卓可風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