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股 份 代 號 ： 355）

二 零 零 六 年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轉變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經營業務盈利 67.6 8.4 +704.8%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應佔期內盈利 104.6 71.2 +46.9%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 港幣0.64仙 港幣0.50仙 +28.0%

備考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港幣0.20元 港幣0.20元* －

中期股息 港幣0.03仙 無 －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業務回顧

‧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達致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盈利港幣104,600,000元，較於二零零
五年同期錄得之港幣71,200,000元（經重列），增長約46.9%。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實益持有其上市主要附屬公司百利保控股有限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約54.7%，而
百利保除持有若干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認股權證及可換股優先股外，亦實益持有富豪已發行普通
股約45.6%。誠如早前報告所闡述，富豪於香港之酒店物業自二零零五年起已按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攤銷後列值於
其經審核財務報表內。因此，反映於本集團於富豪所持權益之應佔富豪資產淨值已作出相應調整。

‧ 為更公平反映本集團之實質資產淨值，現於下文「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內，提供按備考基準編製之本集團資產
淨值狀況之補充資料，此乃根據富豪在香港之五項酒店物業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獨立專業估值總額港
幣14,500,000,000元列值。

‧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百利保達致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盈利港幣209,100,000元，較於二零零
五年同期錄得之盈利港幣142,000,000元（經重列），增長約47.3%。

‧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富豪達致未經審核綜合普通股股東應佔盈利港幣310,800,000元，而於二
零零五年同期所錄得者為港幣302,300,000元。

‧ 關於百利保及富豪主要業務（包括其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之進一步資料，已刊載於百利保及富豪於同日各自發表
之公佈內。

展望

‧ 除作為世紀城市集團之最終上市控股公司外，本集團正積極研究多項主要位於中國內地有潛質之投資方案，以擴
展及分散其現有之投資組合。本集團經多年來致力精簡其業務運作及鞏固其財務狀況，現已甚有成效，故董事會
有信心本集團整體將能夠維持持續增長。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 於期間內，從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流出淨額為港幣11,4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16,400,000元）。於期間內之
利息支出淨額為港幣3,8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26,800,000元）。

‧ 富豪在香港之五項酒店物業現按成本減除酒店土地及建築物之累計折舊及攤銷後列值。繼而，亦已對本集團於富
豪所持有之權益作出追溯性調整，以反映富豪之酒店物業於一九九三年當百利保集團首次收購富豪成為附屬公司
時之公平值。

‧ 為更公平反映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狀況，本集團認為應向其股東呈列下文按備考基準所編製之本集團資產淨值之補
充資料，此基準乃根據富豪按其五項香港酒店物業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開市場估值列值。

備考資產淨值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於聯營公司權益 2,823.6 2,700.7
　加：應佔富豪酒店物業之重估盈餘* 3,440.8 3,469.4

6,264.4 6,170.1
　其他非流動資產 677.4 391.4

非流動總資產 6,941.8 6,561.5

流動資產 503.6 652.0
流動負債 (401.7) (403.8)

流動資產淨值 101.9 248.2

扣除流動負債後總資產 7,043.7 6,809.7
非流動負債 (269.9) (223.0)

備考資產淨值 6,773.8 6,586.7
少數股東權益 (3,048.5) (2,962.0)

備考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3,725.3 3,624.7

備考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港幣0.20元 港幣0.20元

* 按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富豪在香港之酒店物業之公開市場估值總數港幣14,500,000,000元減去公平值
調整（經計入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計算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在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後為港幣224,8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228,500,000元）。負債比率按資產總值港幣4,004,6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744,100,000元）計算為5.6%（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然而，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備考
資產總值港幣7,445,4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213,500,000元）（經就有關上述酒店物業重估
盈餘作調整後）計算，負債比率則為3.0%（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

‧ 由於本集團之債項全部均以港元幣值為單位，與本集團之主要收入幣值相同，及貸款利息主要參考銀行同業拆息
而釐定，故毋須安排外㶅及利息的對沖工具。

‧ 有關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債項償還期限概略、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之情況，較於本公司最近刊發截
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零五年年報」）內所披露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於期間內，本公
司繼續採納於二零零五年年報內所披露相若之資金與財務政策及薪酬制度。而有關這些方面之資料詳情乃刊載於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書內。

‧ 除於上文標題為「業務回顧」及「展望」兩節內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有關重要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即時計劃。

‧ 本集團之重要投資主要包括其透過百利保（本公司之上市附屬公司）持有富豪（本公司之上市聯營公司）之股份權益。
百利保於期間內之經營業績及其業務前景，已載於百利保於同日發表之業績公佈內。富豪之重要投資主要包括擁
有及經營於香港之五間富豪酒店及於共同控權之富豪海灣發展項目之投資。富豪及其業務於期間內之業績表現、
該等業務之未來發展前景，以及本地酒店業現況與一般市場境況轉變及其對富豪之業務表現之潛在影響，連同富
豪海灣發展項目之進展及前景，均載於富豪於同日發表之業績公佈內。

股息
‧ 鑑於業績理想，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3仙（二

零零五年：無），派息總額約港幣4,900,000元（二零零五年：無），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登記在普通股股東
名冊內之普通股持有人。

‧ 根據本公司可換股優先股之條款，可換股優先股持有人並不享有分派本公司盈利之任何權利。

暫停過戶登記
‧ 普通股股東名冊將由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確保享有將派發之中期股息，所有普通股股份過戶
及/或行使二零一一年認股權證之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或證書及（如適用）有關認購代價金額，必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
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遞交予本公司在香港之股票登記過戶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有關之股息單預期將約於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寄予各股東。

半年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附註三） 86.4 31.3
銷售成本 (75.9) (16.6)

毛利 10.5 14.7
其他收入及收益（附註四） 6.0 12.6
因重列待售物業為投資物業所得公平值收益 70.3 －
行政費用 (18.2) (18.6)
其他經營業務支出（淨額）（附註五） (1.0) (0.3)

經營業務盈利（附註三） 67.6 8.4
融資成本 (9.1) (7.9)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 141.3 135.6

除稅前盈利 199.8 136.1
稅項（附註七） (0.5) (0.6)

予母公司股份持有人及
　少數股東權益分佔前期內盈利 199.3 135.5

應佔：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104.6 71.2
　少數股東權益 94.7 64.3

199.3 135.5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
　每股普通股盈利（附註八）
　基本 港幣0.64仙 港幣0.50仙

　攤薄 港幣0.43仙 港幣0.26仙

每股普通股股息 港幣0.03仙 無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 6.6
　投資物業 270.3 0.3
　商譽 202.0 202.0
　持作未來發展之物業 26.7 26.7
　聯營公司權益 2,823.6 2,700.7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153.8 133.5
　應收貸款 18.5 22.0
　其他資產 0.3 0.3

非流動總資產 3,501.0 3,092.1

流動資產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 3.7 3.2
　待售物業 43.2 242.9
　存貨 5.1 1.5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附註九） 51.4 54.3
　定期存款 137.9 78.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9 22.5

254.2 402.6
　列為待售之一出售集團之資產 249.4 249.4

流動總資產 503.6 65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費用（附註十） (104.8) (107.4)
　應付稅項 (6.1) (5.7)
　附息之銀行及其他債項 (91.9) (92.4)
　可換股票據 (13.8) (13.8)
　已收訂金 (86.2) (85.6)

(302.8) (304.9)
　與列為待售資產直接關連之負債 (98.9) (98.9)

流動總負債 (401.7) (403.8)

流動資產淨值 101.9 248.2

扣除流動負債後總資產 3,602.9 3,340.3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扣除流動負債後總資產 3,602.9 3,340.3

非流動負債
　附息之銀行債項 (197.5) (148.2)
　可換股債券 (72.4) (74.8)

非流動總負債 (269.9) (223.0)

資產淨值 3,333.0 3,117.3

股本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517.3 516.8
　可換股債券之股本部份 5.2 5.5
　儲備 1,315.3 1,196.0
　股息 4.9 8.2

1,842.7 1,726.5
少數股東權益 1,490.3 1,390.8

股本總值 3,333.0 3,117.3

附註：

一、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編製中期財
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
同，惟下列強制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海外業務投資淨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外，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公平值選擇權之修訂改變了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金融工具之定義，並規範可被指定
為此類別金融工具之限制。採納此修訂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將為數港幣8,600,000元之股本投
資不再指定為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及重列為可供出售股本投資，此乃由於該等股本投資未能符合經
修訂之指定標準。

上述更改之影響已概述於下文附註二內。根據上述修訂之過渡性條文，比較數字已採用新分類標準重新呈列。

二、 會計政策更改之影響概要

(a) 對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增額 /（減額））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8.6 9.4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 (8.6) (9.4)

－ －

股本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重估儲備 (5.1) (4.7)
投資重估儲備 5.2 5.2
保留盈利 (0.1) (0.5)

－ －

#　調整 /呈列已追溯生效

(b) 對股本結餘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增額 /（減額））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重估儲備 (5.2) (5.1)
投資重估儲備 5.2 5.2
保留盈利 － (0.1)

－ －

(c)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減額及盈利總減額 (0.8) (2.8)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減額（港仙） － (0.01)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減額（港仙） － (0.01)

三、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採用以下兩種形式呈報： (i)按業務分類為主要呈報基準；及 (ii)按地域分類為次要呈報基準。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項業務性質、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有獨立結構及管理。本集團各項業務分類均
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每個單位均提供各自之產品及服務，不同業務分類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亦有所區
別。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要如下：

(a)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類包括物業發展及銷售、租賃寫字樓及商業單位，以及提供物業代理服務；

(b) 建築及與物業相關之業務分類乃指參與建築工程及物業相關之業務，包括提供物業發展顧問及項目策劃
管理服務、物業管理，以及保安系統及產品與及其他軟件開發及分銷；

(c) 酒店擁有及管理分類乃指經營酒店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d) 證券投資分類乃指證券買賣業務；及

(e) 其他分類主要包括其他投資。

於確立本集團之地域分類時，收入乃按照客戶之分佈位置而予以分配。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按照當時市場價格銷售予第三者之銷售價而進行交易。

(a) 業務分類

以下表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盈利 /（虧損）之資料：

集團
物業發展及投資 建築及物業相關之業務 酒店擁有及管理 證券投資 其他 對銷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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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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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0 4.9 49.8 25.2 － － 30.4 1.0 0.2 0.2 － － 86.4 31.3
　分類間之銷售 － － 1.0 2.1 － － － － － － (1.0 ) (2.1 ) － －

合計 6.0 4.9 50.8 27.3 － － 30.4 1.0 0.2 0.2 (1.0 ) (2.1) 86.4 31.3

分類業績 72.7 (0.5 ) 4.1 12.0 － － 2.9 0.9 1.5 1.5 － － 81.2 13.9

利息收入及未能

　劃分之非業務及

　企業收益 3.9 10.5
未能劃分之非業務及

　企業支出 (17.5 ) (16.0 )

經營業務盈利 67.6 8.4
融資成本 (9.1 ) (7.9 )

應佔聯營公司之

　盈利及虧損 (0.6 ) － － － 141.9 135.7 － － － (0.1 ) － － 141.3 135.6

除稅前盈利 199.8 136.1

稅項 (0.5 ) (0.6 )

予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及少數股東權益

　分佔前期內盈利 199.3 135.5

應佔：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 104.6 71.2

　少數股東權益 94.7 64.3

199.3 135.5

(b) 地域分類

以下表列本集團按地域分類之收入資料：

集團
香港 中國內地 對銷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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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86.3 31.2 0.1 0.1 － － 86.4 31.3

四、 其他收入及收益乃指以下項目：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收入 3.5 1.8
股息收入 － 9.9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所得公平值收益（淨額） 0.3 0.8
視作出售本集團於上市聯營公司所持權益之收益 1.4 －
其他 0.8 0.1

6.0 12.6

五、 已包括於其他經營業務支出（淨額）之折舊為港幣1,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200,000元）。

六、 本集團出售投資或物業之盈利 /（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出售上市投資之盈利 2.5 －
出售物業之虧損 － (0.2)

七、 期內稅項支出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即期－香港
　就期內盈利所作之課稅準備 0.4 0.6

即期－海外
　過往期間不足之課稅準備 0.1 －

期內稅項支出 0.5 0.6

香港利得稅之課稅準備乃根據期間內於香港賺取或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適用之稅率17.5%（二零零
五年：17.5%）計算。

於海外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盈利稅項乃按個別法制有關之現行法列、準則及詮釋釐定之稅率而計算。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抵免為數港幣1,5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6,600,000元）已計入列於簡明綜合收益表
上之「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內。

八、 每股普通股之基本盈利之計算，乃根據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港幣104,6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
幣71,200,000元，經重列），及於期間內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6,438,500,000股（二零零五年：
14,235,300,000股）。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乃根據經調整之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期
內盈利，經就 (i)假設於期初富豪集團所有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擇權可換股債券）已悉數被轉換為富豪
之普通股，以及富豪之所有未行使之認股權證隨附帶之認購權亦已於期初被悉數行使以認購富豪之普通股，
及百利保所有未行使之股份認購權亦已被悉數行使以認購百利保之普通股，以致本集團於百利保集團盈利之
應佔權益按比例減少港幣10,600,000元；及 (ii)假設於期初本集團所有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擇權可換股
債券）已悉數被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以致可換股債券之利息少付港幣2,400,000元而作出調整。用於計算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於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之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加上假設於期初 (i)因本公司全部3,527,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被轉換為相同數目之本公司普通股；及
(ii)因本集團所有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擇權可換股債券）被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而予以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5,905,500,000股之總和。於期間內，轉換富豪之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不包括
在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內。此外，由於期間內尚未獲行使之本公司認股權證及本公司與富豪之股份認
購權之行使價，均較本公司及富豪各自之普通股平均巿價為高，因此，該等認股權證及股份認購權對每股普
通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乃根據經調整之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該
期內盈利（經重列），經就假設於該期初富豪集團所有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擇權可換股債券）已悉數被
轉換為富豪之普通股，以及富豪之所有未行使之認股權證隨附帶之認購權亦已於該期初被悉數行使以認購富
豪之普通股，以致本集團於百利保集團盈利之應佔權益按比例減少港幣10,400,000元而作出調整。用於計算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於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之該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加上假設 (i)於該期初因Almighty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部2,61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被轉換為相
同數目本公司之普通股；及 (ii)於該期初因本公司全部7,356,6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被轉換為相同數目本公司
之普通股，而予以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538,100,000股之總和。於該期間內，轉換富豪之已發行可換股
優先股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不包括在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內。此外，由於該期間內尚未獲行使之本公
司、百利保及富豪股份認購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百利保及富豪各自之普通股平均巿價為高，因此該等股
份認購權對每股普通股之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九、 已包括於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港幣5,5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900,000元），
乃本集團之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該等應收賬項之賬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收取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3.7 21.9
　四至六個月內 － 0.5
　七至十二個月內 0.3 －
　超過一年 8.6 8.6

12.6 31.0
撥備 (7.1) (7.1)

5.5 23.9

賒賬條款

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之賒賬，期限一般由30至90天。本集團採取嚴謹監控有關尚未收款之應收賬項，而有
關已到期之賬項結存則由高級管理層複審。由於上述安排及本集團之業務往來賬戶及客戶分佈甚廣，故本集
團之賒賬風險並無過分集中。

十、 已包括於應付賬項及費用之港幣1,7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200,000元），乃本集團之
業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該等應付賬項之賬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繳付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1.7 5.1
　超過三個月 － 0.1

1.7 5.2

業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乃不附息及一般為於90天內償還。

十一、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
市證券。

業績審閱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之外界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而核數師之審閱報告乃載於本公司將寄發予各股東之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報告書內。

‧ 審核委員會並已與本公司之外界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包括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例。

企業管治
‧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基於本集團企業營運架構之實際需要，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未有區分，並且
不是由兩人分別擔任。此外，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已訂立安排非執行
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規定輪值或按自願性質最少每三年告退一次及可重選連任。

董事會
‧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羅旭瑞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羅李潔提女士
羅俊圖先生
吳季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莊澤德先生
伍兆燦先生
黃之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羅旭瑞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第二頁（世紀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