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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378,042 342,724
銷售成本 (325,892) (282,116)

毛利 52,150 60,608
其他經營收入 1,399 3,050
分銷成本 (4,398) (3,951)
行政費用 (38,074) (35,075)
重估投資物業之減值 — (680)

經營溢利 11,077 23,952
融資成本 4 (1,971) (1,703)

除稅前溢利 5 9,106 22,249
稅項撥回（支出） 6 2 (1,981)

期內溢利 9,108 20,268

股息 7 3,382 3,382

每股盈利 8

基本 1.3 港仙 3.0 港仙

攤薄 1.3 港仙 3.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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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20,121 15,22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702,516 672,116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54,345 12,604

776,982 699,940

流動資產
存貨 182,411 137,53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35,992 203,446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 57,247 —
貿易證券 12 4,327 4,449
可退回稅項 — 1,3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6,714 68,636

536,691 415,4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44,731 145,990
應付稅項 867 52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4 202,389 173,189

347,987 319,231

流動資產淨值 188,704 96,191

965,686 796,131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4 180,621 15,892
遞延稅項 5,081 5,981

185,702 21,873

779,984 774,258

資金及儲備
股本 15 67,642 67,642
儲備 712,342 706,616

779,984 77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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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不可分派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匯兌儲備 股息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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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7,642 313,127 188,354 6,679 3,382 169,351 680,893 748,535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溢利 — — — — — 20,268 20,268 20,268

二零零二年度已付末期現金股息 — — — — (3,382) — (3,382) (3,382)

二零零三年度擬派中期股息 — — — — 3,382 (3,382) — —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7,642 313,127 188,354 6,679 3,382 186,237 697,779 765,421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及

非於綜合收益表確認之淨收益 — — — (4,541) — — (4,541) (4,541)

附屬公司將累計溢利撥充資本 — — 49,032 — — (49,032) — —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溢利 — — — — — 16,760 16,760 16,760

二零零三年度已付中期現金股息 — — — — (3,382) — (3,382) (3,382)

二零零三年度擬派末期股息 — — — — 3,382 (3,382) —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7,642 313,127 237,386 2,138 3,382 150,583 706,616 774,258

附屬公司將累計溢利撥充資本 — — 4,007 — — (4,007) — —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溢利 — — — — — 9,108 9,108 9,108

二零零三年度已付末期現金股息 — — — — (3,382) — (3,382) (3,382)

二零零四年度擬派中期股息 — — — — 3,382 (3,382) —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7,642 313,127 241,393 2,138 3,382 152,302 712,342 779,984

本集團之不可分派儲備乃因附屬公司將保留溢利撥充資本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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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41,277) (18,64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59,221) (40,35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所籌得銀行貸款 228,617 51,740

其他融資現金流動 (44,626) (5,169)

183,991 46,5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 (16,507) (12,42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069 41,73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562 29,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6,714 48,353

銀行透支 (11,152) (19,037)

45,562 2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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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書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簡明財務報告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之規定而編製。

2. 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書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按投資物業及貿易證券之重估作出修改。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告

書所採納者一致，並加入下列會計政策：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乃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直接購買成本及（如適用）其他
將物業達致現時地點及狀況所產生之雜費。可變現淨值為於日常業務過程中之實際或估計售價

減所有有關銷售成本。

3.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方式乃按業務劃分。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08,427 169,615 — 378,042
分類間銷售 3,453 790 (4,243) —

總計 211,880 170,405 (4,243) 378,042

業績
分類業績 4,650 8,778 13,428
未分配集團開支 (2,351)

經營溢利 11,077
融資成本 (1,971)

除稅前溢利 9,106
稅項撥回 2

期內溢利 9,10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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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99,078 143,646 — 342,724
分類間銷售 40,668 1,107 (41,775) —

總計 239,746 144,753 (41,775) 342,724

業績
分類業績 13,318 13,560 26,878
未分配集團開支 (2,926)

經營溢利 23,952
融資成本 (1,703)

除稅前溢利 22,249
稅項支出 (1,981)

期內溢利 20,26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地區分類
本集團絕大部份PVC管材及管件之銷售均售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之客戶。本
集團家用產品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額分析如下：

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42,858 146,259
亞洲 38,203 28,500
歐洲 10,230 9,198
加拿大 9,840 7,695
拉丁美洲 5,913 6,053
澳洲 815 909
其他地區 568 464

家用產品總銷售額 208,427 19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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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902) (1,703)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9) —

(1,971) (1,703)

5.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24,904 22,960
持有貿易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122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65 —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貿易證券之股息收入 34 162
利息收入 284 292
出售貿易證券之已變現收益 — 525
租金收入 380 466
外幣遠期合約之未變現收益 369 —
持有貿易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 14

6. 稅項撥回（支出）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以外地區之現行稅項 (898) (619)
遞延稅項撥回（支出） 900 (1,362)

2 (1,981)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告書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照徵稅之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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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根據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所作出之批准，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已向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

董事已決定向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每股0.5港
仙）。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9,108 20,268

股份數目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76,417,401 676,417,401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潛在攤薄股份 497,252 27,16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76,914,653 676,444,564

9. 投資物業
期內，本集團購入三項總值4,901,000港元之中國物業。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之面值由董事省覽，而董事認為該等面值與彼等於結算日中之公開市值並無重大差異。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就添置中國生產廠房之開支約為51,6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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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最多達180日之信貸期，視乎向貿易客戶所售產品而定。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發票日期

零至30日 61,864 54,950
31至60日 37,015 24,884
61至90日 21,040 14,290
超過90日 38,122 27,113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58,041 121,237
其他應收款項 77,951 82,20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35,992 203,446

12. 貿易證券

貿易證券包括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股份，並於結算日以市值入賬。

股份估值變動122,000港元指所持股份市值下降而引致之持有股份未變現虧損。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56,868 53,243
31至60日 20,798 37,922
61至90日 15,037 16,864
超過90日 24,958 12,943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17,661 120,972
其他應付款項 27,070 25,01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44,731 14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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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貸

期內，本集團之新增銀行貸款約為228,617,000港元，用作供給本集團作為一般營運資金。

15. 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 已發行及
之普通股數目 繳足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676,417,401 67,642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150,000,000港元，包括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期內並無
任何股本變動。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項目已訂約惟未於財務報告書內撥備之資本開支
　－  租約土地及樓宇 11,141 16,050
　－  機器及設備 15,291 12,719
　－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390 390

26,822 29,159

就收購廠房及機器已授權惟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109,873 152,520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有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3,528 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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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世界（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行受世界（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委託審閱載於第1至10頁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是董事的責任，

並已由董事審批。

本行的責任是根據本行審閱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表達獨立的審閱結論，並只向

作為法人的董事局作出報告。該報告乃按照本行同意的應聘條款作出，而不能作其他目

的。本行概不會對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工作
本行的審閱工作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進行的。審閱範圍主要包括對本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程序對中期財務報告作

出分析，並據此評估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一致及貫徹地運用（除非已在中期

財務報告內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括審核程序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和核實資產、負

債及交易活動。由於審閱的工作範圍較審核工作少，因此僅能提供較審核工作為低的確

定程度。所以，本行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核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本行審閱（並不構成審核工作）的結果，本行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的修改。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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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每股0.5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由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上述中

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

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

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378,042,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0.3%。

‧ 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52,150,000港元及13.8%，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8,458,000

港元及3.9%。

‧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為9,1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

‧ 每股基本盈利為1.3港仙，較去年同期減少56.7%。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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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由於原油價格持續攀昇，屢創歷史新高，導致下游產品各類塑膠原材料全球性瘋狂急漲，

由百份之五十至百份之一百不等。中國政府亦於二零零四年開始將部份出口退稅率減至

百份之十三，減少兩個百份點。上述此兩個因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最大挑戰。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營業額合共 378,0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342,724,000港元相比上升10.3%，上升金額為 35,318,000港元。當中家用產品營業額為

208,4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99,078,000港元相比上升4.7%，上升金額為9,349,000港元。

而PVC管材及管件營業額為169,61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43,646,000港元相比上升18%，

上升金額為25,969,000港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為52,1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60,608,000港元相比下跌14%；而毛利率為13.8%，較去年同期之毛利率17.7%相比下跌

3.9%。

整體營業額上升，因本集團位於江蘇省常熟市王庄鎮之附屬公司 -南塑家庭用具製品（常

熟）有限公司及南塑建材塑膠製品（常熟）有限公司，順利於本年初投入生產，新增棉布化

纖類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推行擴大市場覆蓋率，均取得成果。毛利率下降主要原

因是於回顧期內油價高升，本集團主要原材料價格暴漲，董事會雖然即時調整因應對策，

擴大採購範圍，透過與不同供應商組織策略聯盟，簽訂長期採購合約以及切實利用本集

團擁有之垂直式生產設備，嚴控管理成本，盡量減低原材料高漲帶來之重大影響。但因

是次原材料急速漲價，幅度太大，致令本集團家用產品之海外主要貿易伙伴、著名百貨

公司、龐大連鎖商店及大型採購分銷商無法接受全部相應合理之提價。本集團為顧全長



14

期艱苦建立之良好營商關係及未來發展之美好商機，董事會果斷決定放棄部份毛利與各

商業伙伴共渡時艱，減低漲幅，提供更具競爭之價格，穩守市場佔有率。但因此變為生

產成本高於售價，家用產品毛利顯著地下降。

本集團另一主要產品PVC管材及管件銷售業務主要為國內市場，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各類基建之項目，房地產建築繼續蓬勃發展帶動下，PVC管材及管件之營業額錄得良好

升幅。原材料成本高漲，雖未能同步完全轉嫁予買家，但也能將部份銷售價格略為調高，

因此幸能錄得些微溢利。

本集團萬分重視研究、改進、開發和創建以本集團主營業務有關之新項目，藉以輔助本

集團之主要產品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值，改善經營溢利。

本集團現正積極計劃及進行於廣東省中山市沙溪鎮展開有關經營廢舊物料回收再生業務。

此新投資項目將有助本集團之主營業務經營溢利提升並達到成本控制之效益。有關此新

投資項目之詳細將盡快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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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不我待，唯有奮力爭先，抓取有利機遇，緊握時勢脈搏，面對

原材料狂升之惡劣形勢，本集團一方面靈活調整應對策略，並加速新項目發展進度，開

創廣闊毛利資源，另一方面加強與貿易伙伴合作，建立更好商業關係，在此次原材料急

速焱風升之惡劣情況下所衍生之優勝劣汰過程中取得更豐碩之成果。加速發展壯大，擴佔

市場，強者恆強，弱者恆弱。

處此困難經營環境，本集團面臨之良好機遇，遠大於挑戰。在董事會團結、聰敏、勇敢

面對嚴峻逆境，配合全體員工努力工作，憑著卓越良好商譽及穩固業務基礎上，結合貿

易伙伴、客商及股東全力支持，本集團的燦爛目標定能達到。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流動現金、香港及中國之銀行提供之定期貸款及貿易融

資信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56,714,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636,000港元）及計息銀行借貸約383,01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89,081,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765,320,000港元，已動用其

中435,185,000港元（動用率為56.9%）。期內已提用兩家銀行合共約165,000,000港元之定期

貸款。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繼續利用美國貨幣兌換風險環

境相對不高之優勢，訂立外幣遠期合約以對沖本集團以美元進行採購之貨幣風險。期內，

外幣遠期合約之未變現收益為36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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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536,69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15,422,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比率約為1.5，

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3。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

金總額增加0.7%至779,98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4,258,000港元）。於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負債總值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68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44）。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109,648,000港元之若干租約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抵押予銀行，

作為授予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薪酬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5,200名（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4,900名）

員工，其中280名為全職員工，而4,920名則為中國廠房之合約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額

為36,74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32,122,000港元）。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之薪

酬水平及表現花紅制度，以確保薪酬政策於有關行業內具有競爭力。本集團一向鼓勵各

附屬公司之管理人員及員工參與有關本集團業務之培訓課程或講座，亦向中國廠房之員

工提供特設之內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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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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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該董事、行政總裁及其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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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須登記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

或 (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李達興 1,756,072 28,712,551 (a) 280,895,630 (b)

馮美寶 37,395,087 — 280,895,630 (b)

李振聲 21,815,830 — 280,895,630 (b)

黎麗華 240,000 — —

李𡟻桐 2,766,448  — —

屈𧨎樟 228,000  — —

許志權 100,000  — —

附註：

(a) 此等股份由Lee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該公司則由李達興先生實益擁有。

(b) 此等股份由Goldhill Profits Limited持有，該等公司由一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而李達興先生、
李振聲先生及馮美寶女士為該信託之全權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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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董事於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中擁有

個人權益：

持有無投票權

董事姓名 附屬公司名稱 遞延股份之數目

李達興 世界家庭用具製品廠有限公司 1,555

馮美寶 World Home Linen Manufacturing 100

Company Limited

李𡟻桐 世界家庭用具製品廠有限公司 50

香港膠餐墊廠有限公司 25,000

屈𧨎樟 香港膠餐墊廠有限公司 75,000

世界家庭用具製品廠（中國）有限公司 500,000

該等遞延股份並不賦予持有人於以上附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或獲溢利分派之

權利（除非以上附屬公司可撥作股息之純利超過10,000,000,000港元），亦無獲資本退回之

權利（除非以上附屬公司已將總額10,000,000,000港元之款項派發予普通股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述及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集團持有附屬公司之其他若干

代名人股份外，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或任何證券中

持有任何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披露本公司董事之股份權益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權益佔本

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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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及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本公司向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授出下列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尚未行使之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港元

董事：

李達興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 0.32 860,000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

馮美寶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 0.32 800,000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

李振聲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 0.32 800,000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

黎麗華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 0.32 500,000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

2,960,000

僱員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至 0.32 1,500,000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

4,460,000

期內，並無向其他董事或僱員授出購股權，亦無購股權獲行使、註銷或失效。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從中獲益。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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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證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
除上文披露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於期內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可換股證券、購

股權、認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須於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以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

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了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與慣例，並討論了審核、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書。本未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書已由本公司之外界核數師審閱。

採納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聯交所可

根據上市規則不時作出修訂）為本公司之操守準則及監管所有董事處理本公司證券之規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李達興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