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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橋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7）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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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記錄，亦
毋須預測未來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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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投資者。

鑑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
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所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洪橋集團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i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ii)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iii)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
周詳 考慮後達致，並建基於公平和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本公告自其刊登日期起計在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最少保存七天，並將刊載於
本公司網站www.8137.hk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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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度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07,815 11,035

直接經營開支  (106,498) (8,278)

其他經營收入 3 4,337 4

銷售及發行成本  (397) (1,455)

行政開支  (6,200) (4,095)

股份代繳款開支 4 (17,246) –

經營虧損 5 (18,189) (2,789)

財務成本 7 (12,260) (1,152)

除所得稅前虧損  (30,449) (3,941)

所得稅開支 8 (44) –

持續業務之本期虧損  (30,493) (3,941)

出售附屬公司利潤減終止業務
　之本期虧損  2,029 –

本期虧損  (28,464) (3,941)

其他全面收入，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換算海外業務報表之滙兌收益   870 7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870 7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27,594) (3,887)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28,031) (3,4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433) (531)

  (28,464) (3,941)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7,454) (3,36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0) (501)

  (27,594) (3,867)

本公司持有人期內應佔虧損之每股基本虧損 10 (0.46)港仙 (0.0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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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之綜合收益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例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

本季度財務報表須與二零一零年之年報一併閱讀。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相同。

2. 收入

收入亦是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期內提供貨物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

3.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22 –

預付給一間收購中企業之視同利息 4,136 –

其他收入 79 4

 4,337 4

4. 股份代繳款開支

股份代繳款開支為本公司本期購股權之公平值攤銷。

5. 經營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90,349 5,780

股份代繳款開支 17,246 –

折舊 662 342

出售附屬公司利潤 (2,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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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呈報

本集團已識別其經營分部並根據定期呈報予本集團執行董事以供彼等決定資源分配及審閱表現之內部
財務資料而編製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的業務按產品及服務性質分別組織及管理，各分部代表一項具策略意義之業務，在香港，
中國境內及巴西市場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國境內及巴西。就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8號之分部資料披露而言，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境內及巴西提供服務，並以此為長駐地區。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礦產資源磡探  持續業務 出版
 及貿易 多晶硅產品 總計 （終止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部收入（外界客戶） 90,925 16,890 107,815 4,367 112,182

可申報分部業績 (1,106) (292) (1,398) (1,240) (2,638)

可申報分部資產 2,146,462 81,115 2,227,577 6,884 2,234,461

可申報分部負債 740,237 37,533 777,770 10,451 788,221

資本開支 2,973 665 3,638 – 3,638

折舊 69 516 585 21 606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礦產資源磡探
 及貿易 多晶硅產品 出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部收入（外界客戶） – 5,383 5,652 11,035

可申報分部業績 – (1,328) 863 (465)

可申報分部資產 1,332,780 76,381 9,266 1,418,427

可申報分部負債 445,337 38,420 9,326 493,083

資本開支 – 559 – 559

折舊 – 265 22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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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報分部收入指本集團營業額。就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綜合收益表中呈列的本集團
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報業績 (2,638) (465)

其他經營收入 4,136 –

行政開支 (2,485) (2,501)

股份代繳款開支 (17,246) –

出售附屬公司利潤 2,029 –

財務成本 (12,260) (975)

 (28,464) (3,941)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收入按下列地區劃分：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外界客戶之收入
香港 4,367 5,652

中國境內 107,815 5,382

分部之外界客戶之收入 112,182 11,035

客戶所在地點乃根據所提供之服務或交付貨品之地點劃分。

7. 財務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五年內全數償還其他貸款之利息 – 177

可換股債券之視同利息 8,527 282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之視同利息 3,733 693

 12,260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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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中國企業所得稅按
有關地區之稅率計算。

其他地區之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的可法權區於兩個期間之現行稅率
及按照現行法規、闡釋及慣例而計算。

9.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無）。

10.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28,031,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3,410,000港元）及按加權平均之 6,125,919,716股（截至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5,566,803,183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因購股權和可換股
債券有反攤薄的影響，故無呈列每股股份攤薄虧損。

11. 儲備變動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儲備變動如下：

儲備變動

     股份代  可換股債券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繳款儲備 匯兌儲備 權益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HK$’00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6,126 527,734 (327) 32,184 317,772 67,136 363,304 (527,173) 786,756 495,588 1,282,344 

確認權益結算之股份代繳款開支 – – – – 17,246  – – – 17,246  – 17,246 

出售附屬公司 – – 327  – – – – – 327  – 327 

持有人之交易 – – 327 – 17,246  – – – 17,573  – 17,573 

本期虧損 – – – – – – – (28,031) (28,031) (433) (28,464)

貨幣換算 – – – – – 577  – – 577 293 870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577  – (28,031) (27,454) (140) (27,594)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6,126 527,734  – 32,184 335,018 67,713 363,304 (555,204) 776,875  495,448 1,27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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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售附屬公司

(a)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出售於Great Ready Assets Limited及與其附屬公
司之 100%股權（「出售集團」）。出售交易之詳情如下：

 千港元

出售之淨負債：

機器和設備 151

應收賬款 3,987

其他應收款 2,189

銀行存款 556

應付賬款 (6,672)

其他應付款 (3,779)

 (3,568)

資本儲備之實現 327

 (3,241)

出售集團本期虧損 1,240

出售附屬公司利潤減出售集團本期虧損 2,029

總代價減出售附屬公司費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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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相對於去年同期，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 8.8倍至 107,800,000港元，
主要由於礦產資源貿易於期內開展，並錄得 9,090萬元收入。而該業務本期錄得 110萬港元之虧損。

硅業務的營業額為16,9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214%。分部虧損減少78%至300,000港元，主要
由於產量增加導致單位成本下降。

出版業務的營業額為 4,4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輕微增加 2%。出版業務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盈利
900,000港元轉為本期虧損1,200,000港元，主要由於推廣業務的贊助收入減少了1,500,000港元，而行政費用
卻增加了 600,000港元。

為了使本集團能專注於擁有較佳增長潛力之資源及能源領域，及令本集團之業務策略更為清晰，本集團已於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出售全部出版業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的營運主要由本集團內部財政資源及主要股東提供資
金。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4,48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10萬
港元）。流動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1,240萬港元、存貨1,040萬港元、應收款項及票據1,090萬港元，其他
應收款項 1,890萬港元及衍生金融資產 4,430萬港元。流動負債包括應付賬款 1,910萬港元、其他應付款、預
提費用及預收款 2,250萬港元及借款 1,050萬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總借款佔總權益比例的資本負債比率為 0.25（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20）。

重大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Win Gain Investments Limited訂立股權買賣協議，出售Great Ready 

Asse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本。Great Ready Asse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持有本集團全部雜誌出
版業務。出售完成後，本集團之全部出版業務已被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股東在特別股東大會上一致通過批准出售出版業務。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出售出版業務之股權轉讓協議中的所有先決條件已滿足，本集團於同日完成出售出版業務。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簽約但未撥備有關對SAM之收購之資本承擔為380,000,000美元（相等
於約 2,964,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礦產勘探活動進度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除了正在收購當中的 SAM鐵礦以外，並無礦產勘探、開
發及開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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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巴西 SAM的最新進展

巴西 SAM鐵礦的資源確認已經完成，公司已釋放 1,000萬美元訂金予Lit Mining。

針對採礦和選礦的環境評估和工程初步設計工作也按原定時間表向前推進。

8號區塊的可選性實驗室試驗研究已經完成，初步結果顯示：一個工藝流程可以處理全部礦石，鐵精礦粉的
質量符合一般冶煉要求，磨礦的能耗較低，及選礦回收率最高可達 86.93%，公司正對該結果進行評估及與
VNN及Lit Mining磋商完成交易的時間。

前景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出售雜誌出版及廣告相關業務，出售事項將使本集團能專注於擁有較佳增長
潛力之資源及能源業務，令本集團之業務策略更為清晰。

本公司仍會繼續進行太陽能級硅產品穩定性的研發。

在礦產品和鋼鐵產品貿易方面，本集團已透過於上海設立的全資附屬公司洪鷹貿易，在中國委任非獨家分銷
商，開展鋼鐵產品的國內及國際貿易業務。Xianglan Do Brasil已在墨西哥和烏拉圭設立附屬公司，並在墨
西哥與當地財團合作於Manzan i l l o港口附近建立了鐵礦石集散中心，向周邊鐵礦收購高品位鐵礦，進行破
碎、加工、檢測，然後裝船出售予鋼鐵企業或鐵礦石貿易商。第一批鐵礦石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從墨西
哥裝船付運，而第一批錳礦石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九日從巴西付運至中國天津。集散中心若成功達至正
常運作，年處理能力可達約 200萬噸鐵礦石。本集團亦正在為集散中心尋找小規模鐵礦的租賃或承包開採機
會。

推進 SAM鐵礦項目為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工作的重心，公司希望於年內完成 SAM鐵礦一期開發計劃的主要準
備工作，包括完成交易，逐步獲得巴西政府的各項批准，工程設計和工程招標等。

董事預期，礦產品和鋼鐵產品貿易業務會為本公司帶來良好的現金流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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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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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 5.46條關於董事買賣證券基本原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一） 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1港元之普通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份數目

   受控制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配偶權益 公司權益 購股權數目 2 總計 百分比
      (%)

賀學初 – 21,816,000 4,095,000,0001 – 4,116,816,000 67.20

劉偉 – – – 40,000,000 40,000,000 0.65

施立新 – – – 30,000,000 30,000,000 0.49

燕衛民 – – – 30,000,000 30,000,000 0.49

洪少倫 – – – 15,000,000 15,000,000 0.24

陳振偉 – – – 3,000,000 3,000,000 0.05

霍漢 – – – 3,000,000 3,000,000 0.05

馬剛 – – – 3,000,000 3,000,000 0.05

附註：

1. 該等 4,095,000,000股股份由洪橋資本有限公司（「洪橋資本」）持有，洪橋資本由賀學初先生全資擁有。

2. 此乃其購股權計劃涵蓋之本公司相關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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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已授出購股權之詳情

本公司現行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被採納，並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生
效。按該計劃及期權契據授出而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之詳情
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緊接授出認 緊接行使認
參與人士之 01/01/2011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31/3/2011 購股權 購股權  股權日期前 股權日期前
姓名或類別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註銷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每股認購價 之每股價格 之每股價格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港元 港元 港元

董事

劉偉 10,000,000 – – – – 10,000,000 22/11/2007 22/05/2008 – 1.20 1.20 不適用
         07/01/2012
 30,000,000 – – – – 30,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施立新 10,000,000 – – – – 10,000,000 22/11/2007 22/05/2008 – 1.20 1.20 不適用
         07/01/2012
 20,000,000 – – – – 20,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燕衛民 30,000,000 – – – – 30,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洪少倫 15,000,000 – – – – 15,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陳振偉 3,000,000 – – – – 3,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霍漢 3,000,000 – – – – 3,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馬剛 3,000,000 – – – – 3,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小計 124,000,000 – – – – 124,000,000

僱員 21,000,000 – – – – 21,000,000 06/05/2010 06/05/2011 – 2.60 2.13 不適用
         05/05/2018
戰略合作夥伴（新汶） 300,000,000 – – – – 300,000,000 25/11/2010 25/11/2010 – 3.15 3.09 不適用
         24/11/2013
其他人士 240,000 – – – – 240,000 15/04/2002 15/04/2003– 0.69 0.68 不適用
         07/01/2012

總計 445,240,000 – – – – 445,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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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授出之購股權均受制於既定之歸屬期及按下列方式全數或部份行使：

由購股權授出日期起 可行使百分比

十二個月內 無
第十三至第二十四個月 331/3%

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六個月 331/3%

第三十七至第四十八個月 331/3%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授出之購股權在購股權授出日起六個月內不得行使，六個月後可全數行使。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按期權契據所授出之購股權在購股權授出日起可全數行使。

(b) 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披露之股份價格為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一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收市價。

(c) 緊接行使購股權日期前股份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下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
或依據創業版上市規則第 5.46條（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買賣證券基本原則）規定須予通知本公司或聯交所的
呈報，本公司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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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 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置存之登
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之股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1港元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份數目

股東名稱╱ 實益 配偶 受控公司  概約持股
姓名 擁有人 權益 權益 所持股份總數 百分比
     (%)

洪橋資本 4,095,000,000 – – 4,095,000,000 66.85

 （附註 1）
賀學初（附註 2） – 21,816,000 4,095,000,000 4,116,816,000 67.20

   （附註 1）
FOO Yatyan（附註 2） 21,816,000 4,095,000,000 – 4,116,816,000 67.20

民輝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16.32

 （附註 3）
新汶礦業集團 300,000,000 – 10,000,000 310,000,000 5.06

　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 4）

附註：

1. 該等 4,095,000,000股股份由洪橋資本持有，而洪橋資本則由賀學初先生全資擁有。

2. FOO Yatyan女士為賀學初先生之配偶。

3. 民輝有限公司所持有之1,000,000,000股股份指本公司600,000,000股股份及400,000,000港元每股換股股份初步兌換價為1.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4. 新汶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持有之 300,000,000股股份指行使價每股本公司股份 3.15港元之 300,000,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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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曾知會本
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XV部第 2及第 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按初步按股價每股 1.0港元發行了 4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任何本公司未償還的可換股票據被兌換。

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洪橋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累計 327,800,000港
元貨款。該些貸款於首二年免息，第三年利息以最優惠利率減 1.25%之年利率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向上海鷹悅實業有限公司（一間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燕衛民
先生關連的公司）銷售 90,925,000港元之金屬產品。

董事及管理層股東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霍漢先生亦是領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由於領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從事媒
體及傳播業務，因此霍先生被視作於該等與本集團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燕衛民先生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上海鷹悅實業有限公司（「鷹悅」）之股東，持有鷹悅
70%之股權。鷹悅主要於中國提供建築原材料（包括鋼材產品）。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洪鷹貿易有限
公司（「洪鷹貿易」），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以開展鋼材及相關鋼材產品貿易之有限責任公司，主要於中國
採購鋼材及鋼材產品。洪鷹貿易已與鷹悅訂立分銷協議，據此，鷹悅將成為洪鷹貿易所採購鋼材產品之獨家
分銷商。因此，鑒於其於鷹悅所擁有之權益，燕先生被視為於本集團之該項競爭業務中擁有權益。

除於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各董事或本公司之管理層股東（定義見
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且亦
無任何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三個月期間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內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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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至 5.68條所載關於董事買賣證券基本原則。

經本公司特別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彼等一直遵守買賣標準
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條以書面釐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
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陳振偉先生（委員
會主席）、霍漢先生及馬剛先生，三位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一季度業績，並認為該等業績
乃按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 (1)執行董事賀學初先生、劉偉先生及施立新先生；(2)非執行董事燕衞民先
生及洪少倫先生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振偉先生、霍漢先生及馬剛先生組成。

代表董事會
董事及行政總裁
劉偉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