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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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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董事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全部均為未經審核及簡明），連同選擇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83,812 67,018
銷售成本 (43,207) (36,380)
毛利 40,605 30,638
其他收入 5 7,757 4,786
其他收益 — 淨額 6 13,897 10,24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28) (1,118)
行政開支 (25,217) (22,671)
經營溢利 7 36,314 21,882
融資成本 (232) (1,82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6,082 20,057
所得稅開支 8 (5,743) —
期內溢利 30,339 20,057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2,255 20,282
非控股權益 (1,916) (225)

30,339 20,057

每股盈利 9 （重列）
基本 0.59仙 0.41仙

攤薄 不適用 0.4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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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0,339 20,05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2,100 —
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 (346)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8,963) 5,575
出售時撥回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估儲備 (8,370) —
外幣換算差額 (627) (1,22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16,206) 4,34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133 24,406

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049 24,631
— 非控股權益 (1,916) (22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133 2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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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1,864 32,025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9,137 105,852
投資物業 141,080 123,89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7,278 45,08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176 —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及電影版權按金 87,204 74,198

399,739 381,059

流動資產
存貨 6,497 6,9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1,163 36,79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40,421 50,124
已抵押存款 43,500 43,517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2,724 24,628

274,305 162,014

總資產 674,044 543,073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112,661 98,209
股份溢價 126,469 —
儲備 330,526 314,477

股東資金 569,656 412,686
非控股權益 518 2,434

總權益 570,174 4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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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829 11,052
借貸 13 6,328 19,721
融資租約承擔 14 597 —

20,754 30,77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8,845 68,718
借貸 13 3,292 19,950
融資租約承擔 14 2,178 3,023
即期所得稅負債 8,801 5,489

83,116 97,180

總負債 103,870 127,953

總權益及負債 674,044 543,073

流動資產淨額 191,189 64,8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0,928 44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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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贖回

儲備
繳入
盈餘

匯兌
差額

樓宇重估
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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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98,209 — 12 189,009 (2,401) 12,338 42,662 72,857 2,434 415,120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 — — 32,255 (1,916) 30,339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 — — — — — — (8,963) — — (8,963)

出售時撥回 — — — — — — (8,370) — — (8,370)
重估盈餘 — — — — — 2,100 — — — 2,100
樓宇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 — (346) — — — (346)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627) — — — — (62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 — — — (627) 1,754 (17,333) — — (16,206)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 — — — (627) 1,754 (17,333) 32,255 (1,916) 14,133

與擁有人之交易
發行新股份（已扣除開支） 14,452 126,469 — — — — — — — 140,921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12,661 126,469 12 189,009 (3,028) 14,092 25,329 105,112 518 57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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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贖回

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差額
樓宇重估

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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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98,209 167,569 12 107,099 (819) 14,357 15,756 (64,767) 265 337,681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 — — 20,282 (225) 20,057
期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 — — — (1,226) — — — — (1,226)
重估盈餘 — — — — — — 5,575 — — 5,57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1,226) — 5,575 — — 4,349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1,226) — 5,575 20,282 (225) 24,40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98,209 167,569 12 107,099 (2,045) 14,357 21,331 (44,485) 40 362,087



— 7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流入之現金淨額 58,408 14,126

投資活動流出之現金淨額 (40,487) (51,959)

融資活動流入之現金淨額 114,806 8,2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 132,727 (29,583)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533 50,233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0,260 20,6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2,724 53,126
於三個月內到期之銀行貸款 — (17,000)
銀行透支 (2,464) (15,476)

150,260 20,650



— 8 —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選擇附註

1. 一般資料

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業務、電影放映及電
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以及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獲批准刊發。

2. 編撰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撰。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撰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
（於該等全年財務報表中載述）相符。

中期所得稅乃按照預期總年度盈利適用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採納之經修訂及經修改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規定，如控制權沒有改變，而有關交易將不
再產生商譽或盈虧，則與非控股權益進行之所有交易之影響須在權益記賬。該準則亦列明失去控
制權時之會計處理方法，任何在實體內之剩餘權益按公平值重新計量，並在損益中確認盈虧。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令非控股權益之結餘出現虧絀。作出
此修訂前，非控股權益僅會以其於附屬公司股權所佔非控股權益為限分攤虧損，惟非控股權益負
有具約束力之責任，並能作出額外投資以彌補虧損則作別論。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已根據該修訂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條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報往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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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修訂之影響如下：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增加 2,406
非控股權益減少 2,406

(b)  必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採用之該等其他新訂會計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
及詮釋與本集團無關或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期內，以主要呈報方式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對外銷售 61,560 9,474 12,778 — — 83,812
分部間銷售 — 600 — — (600) —

分部收益 61,560 10,074 12,778 — (600) 83,812

可呈報分部溢利 15,061 3,205 3,736 20,706 509 43,217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租賃土
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
攤銷 349 48 359 — — 756
電影版權攤銷 18,864 3,900 4,693 — (1,109) 26,348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32 — 1,687 — — 1,719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
及電影版權按金 20,826 12,206 6,923 — (601) 39,354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47,509 56,245 215,855 147,051 (1,290) 465,370
可呈報分部負債 26,962 26,563 25,405 23,023 — 1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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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業務

電影放映及
電影版權

授出及轉授

以影音產品
形式銷售及

發行之
電影及節目 物業投資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對外銷售 50,345 3,966 12,707 — — 67,018
分部間銷售 — 3,325 — — (3,325) —

分部收益 50,345 7,291 12,707 — (3,325) 67,018

可呈報分部溢利 11,961 4,237 (2,842) 5,103 (467) 17,992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租賃土
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
攤銷 319 19 310 — — 648
電影版權攤銷 13,525 1,118 1,911 — (2,858) 13,696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76 1 15 — — 92
添置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
及電影版權按金 15,665 3,704 2,205 — (3,155) 18,419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53,537 46,564 84,091 132,779 (1,797) 315,174
可呈報分部負債 19,883 20,281 38,797 20,775 — 9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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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43,217 17,992
未分配款項：
未分配其他收入 481 382
未分配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 (3,285) 10,247
未分配融資成本 — (2,322)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折舊及攤銷 (3,285) (3,271)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46) (2,97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6,082 20,057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歸屬於可呈報分部 1,719 92
未分配添置 3,346 31,970

5,065 32,062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465,370 315,174
未分配資產：
未分配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及樓宇 126,471 121,894
未分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0,421 45,086
未分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27,278 50,124
未分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06 802
未分配企業資產 7,298 9,993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資產 674,044 543,073

可呈報分部負債 101,953 99,736
未分配負債：
未分配銀行借貸 — 26,330
未分配企業負債 1,917 1,887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總負債 103,870 12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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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報告方式 — 地區分部

本集團以香港作為註冊地。其位於香港及其他國家之外部客戶收益及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於聯營公
司之權益除外）之業績概述如下：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及於聯營 

公司之權益除外）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香港 48,723 42,134 289,567 269,481
新加坡及其他國家 24,455 23,339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75,600 64,400
其他國家 10,634 1,545 4,118 2,092

83,812 67,018 369,285 335,973

附註

(a) 「物業投資」分部應佔之收益已計入其他收入。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481 382
租金收入 3,875 3,633
佣金及其他收入 3,401 771

7,757 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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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17,182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316) 10,247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6,031 —

13,897 10,247

7.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行政開支之開支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影版權攤銷 26,348 13,696
專利權 4,875 6,55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61 161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880 3,758
銷貨成本 2,532 2,728
工資及薪金 12,549 11,019
退休金成本 — 界定供款計劃 262 247

8.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撥備。海外溢利之稅
款則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312 —
遞延所得稅 2,431 —

5,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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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32,25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0,282,000港元）
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479,042,066股（二零零九年：4,910,454,525股，作出調整以反映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之股份拆細）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並無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截至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兌換本公司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具反攤薄作用，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
本盈利相同。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0,550 30,732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2,596) (22,596)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7,954 8,1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209 28,658

31,163 36,794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7,300 8,081
四至六個月 634 47
超過六個月 22,616 22,604

30,550 30,732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一般介乎7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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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7,130 11,749
預收款項 33,542 16,7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173 40,199

68,845 68,718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017 9,933
四至六個月 2,309 5
超過六個月 1,804 1,811

7,130 11,749

13. 借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2,464 7,095
有抵押銀行貸款之流動部分 828 12,855

借貸 — 流動部分 3,292 19,950
有抵押銀行貸款之非流動部分 6,328 19,721

借貸總額 9,620 3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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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銀行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292 19,950
一至兩年內 882 2,403
兩至五年內 2,901 7,526
五年後 2,545 9,792

9,620 39,671

14. 融資租約承擔

融資租約承擔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245 3,164
第二年內 613 —

2,858 3,164
融資租約之未來財務支出 (83) (141)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 2,775 3,023

融資租約負債之現值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一年內 2,178 3,023
第二年內 597 —

2,775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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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5,000,000 15,000,000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 4,910,455 98,209
期內發行股份 722,580 14,452

期終 5,633,035 4,910,455 112,661 98,209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完成之先舊後新配售，722,580,000股本公司股份按0.208港元之價格配發。
先舊後新配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刊發之公告。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之或然負債約為
1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6,700,000港元）。

17.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電影製作及電影及節目版權協議有已訂約但未於該等財務資料
內作出撥備之承擔分別約4,670,000港元及8,75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10,000港元及
7,9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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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83,812,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67,018,000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32,25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0,282,000港元）。

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維持於約6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0,000,000港元）水
平。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推出其首個廣播頻道，播放其電影庫之電影以及來自其業務夥伴
之其他節目起，本集團不斷發掘機會擴大其電視業務之收益來源。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向now寬頻電視提供三條頻道。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及二零零八年十月，本集團於
新加坡透過SingTel網絡以MioTV之名稱分別推出電影頻道及劇集頻道。該等頻道為本集團
帶來穩定而具有保障之收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本集團透過收購日本頻道供應公司進入日本市場，該公司於日本透過
Sky PerfecTV平台進行廣播。於二零零九年十月，該頻道成為Sky PecfecTV基本頻道組合之
一，自此得以接觸其廣大訂購群眾。本集團將繼續發掘機會與日本其他有線電視及互聯網電
視運營商合作。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本集團與HBO Asia訂立協議，以透過分階段於不同地區推出「紅頻
道」提供電影及劇集內容。此合作提升本集團於全球娛樂市場之知名度，亦有助本集團建
立其頻道品牌名稱。紅頻道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及八月於印尼推出 Indovision及First 
Media Cable及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於馬來西亞推出Hypp TV（TM Net之 IPTV平台）。紅頻道
正尋求機會在短期內進入菲律賓及越南市場。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亦於台灣透過中華電信隨選電影 (MOD)平台推出頻道。

展望將來，本集團以為其他國家提供頻道，並發掘取得該等電視頻道播放時段廣告收入之機
會，及發展更多不同種類之頻道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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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收購、自行製作及聯合製作，加強其電影庫。憑藉本集團之電影庫及透過
本集團購入節目之經驗及網絡，本集團有信心，其將繼續為其觀眾提供優質及符合觀眾要求
之電視節目。本集團亦相信，其電視分部具備龐大增長潛力，並將繼續為本集團之業績帶來
顯著且日益增加之貢獻。香港之收費電視日益受歡迎，加上香港及中國之電視訊號數碼化
（容許更多放映頻道），故預期對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隨之而大幅增加，而本集團相信，其
將從這些新市場商機取得可觀成果及回報。

本集團來自電影放映及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分部之收益貢獻由4,000,000港元增加至
9,4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期內上映《越光寶盒》所致。本集團獲委任為多個電影製作項目之
獨家發行代理，而本集團將繼續支持香港電影業，藉參與投資高質素及受歡迎之電影，加強
本集團之電影庫。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應佔收益維持穩定於約12,800,000港元。自二零零
八年四月起，本集團透過為一間國際娛樂及媒體公司發行影音產品擴大其影音產品分銷網絡
及來源。本集團將繼續購入符合客戶要求及受歡迎之影片，並致力將發行渠道多元化，以保
持競爭力。

期內，本集團之物業及財務資產投資因其公平值變動而錄得收益淨額約13,900,000港元。物
業投資分部於期內亦帶來穩定之租金收入貢獻3,800,000港元。

期內，本公司完成先舊後新配售722,580,000股新股份，籌得淨收入約141,000,000港元，以
撥付本集團之未來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需求。於先舊後新配售後，本公司之股本基礎得以進
一步擴闊及鞏固，而本集團相信，先舊後新配售所帶來之裨益，以及其於全球娛樂業之知名
度增加能繼續惠及本集團。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發掘機會進軍中國劇院市場，並會發掘其他機會，為其股東帶來最大回
報及回饋彼等之長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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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62,600,000港元，其中約9,600,000
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總賬面淨值68,000,000港元之若干存款及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
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2%，乃按銀行貸款及透
支（其中3,292,000港元、882,000港元、2,901,000港元及2,545,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第
二年內、第三至第五年內及五年後償還）及融資租約承擔（其中2,178,000港元及597,000港元
分別須於一年內及第二年內償還）之總額12,395,000港元以及股東資金約569,656,000港元計
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以港元計算，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或然負債及承擔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6及17。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
及銀行信貸撥付。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07名僱員。本集團定期按個別員工表現檢討薪酬。
除基本薪金外，僱員福利包括酌情花紅、醫療保險計劃及供款公積金。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
計劃，合資格僱員可據此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對有關非執行董事之任期有所偏離外，本集團
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項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
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
施，以應付守則條文規定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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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唐慶枝先生及周其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熊曉鴿先
生及陳銀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林家禮先生、王華蓉女士及張明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