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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中期報告

董事會謹此呈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及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賬、綜

合現金流量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與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全

部均屬未經審核及簡明）連同有關說明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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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8,973 71,093

銷售成本 (54,149) (58,295)

毛利 24,824 12,798

其他收益 5,249 3,60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3(a) — 15,70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575) (4,904)

行政及其他開支 (12,159) (14,018)

經營盈利 3 11,339 13,187

融資成本 (1,361) (1,72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11) (65)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虧損 299 (1,314)

除稅前盈利 10,166 10,088

少數股東權益 (45) (5)

股東應佔盈利 10,121 10,083

每股基本盈利 6 1.31仙 1.3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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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及重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7 161,153 162,48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3,077 13,23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聯營公司 31,177 42,05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366 3,343

電影版權、攝製中電影、電影版權轉授及按金 7 60,216 40,512

流動資產
存貨 8,194 8,295
應收賬款 8 29,337 30,47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0,843 4,295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747 16,724

75,121 59,793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1,186 16,931
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62,480 40,100
應付票據 2,472 2,369
銀行貸款，有抵押 10(a) 14,594 13,665
銀行貸款，無抵押 2,800 2,800
融資租約承擔 10(b) 188 337
銀行透支，有抵押 3,270 4,257

96,990 80,459
---------------- ----------------

流動負債淨值 (21,869) (20,6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8,120 240,964

資本來源：

股本 11 77,100 77,100

儲備 153,125 143,004

股東資金 230,225 220,104

少數股東權益 (88) (13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85 285
其他長期負債 10 17,698 20,706

248,120 24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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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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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53,161 37,45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48,672) (16,284)

融資前之現金流入淨額 4,489 21,172

融資之現金流出淨額 (3,479) (3,33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 1,010 17,838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667 (7,835)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0,677 10,00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747 16,132

銀行貸款，無抵押 (2,800) —

銀行透支 (3,270) (6,129)

10,677 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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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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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
期初及期末 77,100 77,100

---------------- ----------------

股份溢價
期初及期末 222,791 222,791
轉撥至繳入盈餘 (222,791) —

---------------- ----------------

期末 — 222,791
---------------- ----------------

股份贖回儲備
期初及期末 12 12

---------------- ----------------

繳入盈餘
期初 128,545 128,418
轉撥自股份溢價 222,791 —
抵銷累計虧損 (244,237) —

---------------- ----------------

期末 107,099 128,418
---------------- ----------------

匯兌差額
期初及期末 (306) (306)

---------------- ----------------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期初（如前呈報） 16,061 1,911
就採納香計準則第40號而作出之期初調整 (16,061) —

---------------- ----------------

期初（經重列）及期末 — 1,911
---------------- ----------------

保留盈利／（累計虧損）
期初（如前呈報） (224,099) (194,999)
就採納香計準則第40號而作出之期初調整 16,061 —

---------------- ----------------

期初（經重列） (208,038) (194,999)
轉撥自繳內盈餘 244,237 —
期內盈利 10,121 10,083

期末 46,320 (184,916)
---------------- ----------------

股東資金 230,225 24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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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撰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撰。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二零零五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編撰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惟本集團已於採納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後更改若干

會計政策。本中期財務資料亦已根據該等於編撰本資料時已頒佈及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

釋編撰。

於採納該等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本集團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及其影響

載列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導致有關將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由固

定資產重新分類為經營租約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就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作出之前期預

付款項按租期以直線法於收益表內列作開支扣除，或倘有減值，則減值於收益表內列作開

支扣除。於過往年度，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公平值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入賬。採納

後，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賬面淨值為13,238,000港元，由固定

資產重新分類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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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號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號導致有關本集團之投資證券（附

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除外）按公平值確認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會計政策有所

變動。除減值虧損及外匯換算所產生之收益及虧損外，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所產

生之收益及虧損將直接確認為股東資金，直至不再確認財務資產為止，而先前被確認為股

東資金之累計收益或虧損將被確認為盈利及虧損。於過往年度，該等投資被分類為投資證

券及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撥備入賬。採納該等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導致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於收益表記

錄為其他收入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於過往年度，公平值之增加乃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

公平值之減少則首先與先前按投資組合基準估值之增加抵銷，之後於收益表內列作開支扣

除。採納後，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為數16,061,000港元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轉撥至保留

盈利。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及38號  —  採納該等準則已導致有關商譽之

會計政策有所變動。直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商譽按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攤

銷，並於各結算日進行減值跡象評估。由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商譽將

每年及於有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測試。採納該等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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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視業務、電影放映、電影版權授出及轉授、銷售及發行電影及節目以及透過其
聯營公司加工影音產品。

以基本呈報格式按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 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 電影及節目 影音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銷售 29,365 23,297 26,311 — — 78,973

分部間銷售 — 2,700 — — (2,700) —

29,365 25,997 26,311 — (2,700) 78,973

分部業績 9,201 2,118 (784) — 1,089 11,624

未分配收入 4,706

未分配成本 (4,991)

經營盈利 11,339

融資成本 (1,361)

應佔盈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 — (111) — — (111)

聯營公司 — 1,303 (105) (899) — 299

未計少數股東
權益前盈利 10,166

少數股東權益 (45)

股東應佔盈利 10,121

資本開支 15,407 29,815 7,691 — (2,630) 50,283

未分配資本開支 239

50,522

折舊 42 21 337 — — 400

未分配折舊 1,921

2,321

攤銷費用 7,801 13,637 12,180 — (3,789) 2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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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及 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 電影及節目 影音產品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478 15,573 42,042 — 71,093

分部業績 6,327 4,167 (13,502) — (3,008)

未分配收入 17,612

未分配成本 (1,417)

經營盈利 13,187

融資成本 (1,720)

應佔盈利／（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 — (65) — (65)

聯營公司 — (2,798) — 1,484 (1,31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盈利 10,088

少數股東權益 (5)

股東應佔盈利 10,083

資本開支 5,527 8,049 18,275 — 31,851

未分配資本開支 1,572

33,423

折舊 34 20 552 — 606

未分配折舊 1,935

2,541

攤銷費用 2,302 4,722 25,815 — 3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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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影音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 電影及節目 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8,182 43,074 62,547 — (7,244) 126,559

於共同控制實體

之投資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31,177 — 31,177

未分配資產 187,374

資產總值 345,110

分部負債 (26,691) (41,796) (23,536) — — (92,023)

未分配負債 (22,950)

負債總值 (114,973)

少數股東權益 88

資產淨值 2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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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影音產品

電影放映、 形式銷售及

電影版權 發行之 加工影音

電視業務 授出及轉授 電影及節目 產品 對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4,121 22,020 49,300 — (8,333) 87,108

於共同控制實體

之投資 — — — — —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3,728) — 45,780 — 42,052

未分配資產 192,263

資產總值 321,423

分部負債 (9,681) (22,282) (32,665) — — (64,628)

未分配負債 (36,822)

負債總值 (101,450)

少數股東權益 131

資產淨值 220,104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佔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經營業績及資產總值少於10%，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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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盈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71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附註3(a) ） — 15,707

已扣除

電影版權攤銷 29,829 32,839

固定資產折舊 2,321 2,541

銷貨成本 23,117 45,121

(a)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訂立協議配售其於中國3C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智庫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權益，並產生盈利15,707,000港元。

4. 僱員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4,788 5,937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131 193

4,919 6,130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之共同控制實體於本年度並無任何應課中國

稅項收入，故此並無於賬目作出中國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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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盈利10,12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083,000港元）及期內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771,000,000股（二零零四年：771,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披露每股攤

薄盈利。

7. 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電影版權、 電影版權、

攝製中電影、 攝製中電影、

電影版權 電影版權

轉授及按金 固定資產 轉授及按金 固定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賬面淨值 40,512 162,485 35,649 163,033

增購 49,533 989 31,390 2,033

攤銷／折舊費用 (29,829) (2,321) (32,839) (2,541)

期末賬面淨值 60,216 161,153 34,200 1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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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0,112 15,463
四至六個月 3,006 6,966
超過六個月 20,033 12,229

33,151 34,658
減：呆賬撥備 (3,814) (4,179)

29,337 30,479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528 9,749
四至六個月 3,647 595
超過六個月 4,011 6,587

11,186 16,931

10. 長期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  有抵押（附註 (a)） 32,254 34,351
融資租約承擔（附註 (b)） 226 357

32,480 34,708
長期負債之即期部分 (14,782) (14,002)

17,698 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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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本集團以本集團若干物業作抵押之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594 13,665

在第二年內 5,172 5,757

第三至第五年內 10,645 13,070

在第五年後 1,843 1,859

17,660 20,686

32,254 34,351

(b) 融資租約承擔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00 359

在第二年內 30 21

第三至第五年內 12 —

242 380

融資租約之未來財務支出 (16) (23)

融資租約債務之現值 226 357

下列為融資租約債務之現值分析：

一年內 188 337

在第二年內 27 20

第三至第五年內 11 —

226 357



15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中期報告

11.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3,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0.1 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771,000,000 股每股面值0.1 港元之普通股 77,100 77,100

12. 或然負債

本集團 本公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銀行信貸而向

銀行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 — 66,730 64,144

聯營公司 — 5,250 — 5,250

— 5,250 66,730 69,394

13. 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電影製作及版權協議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告內作出撥備之

承擔約13,27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6,67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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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中進行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複製費 10,067 8,690

收取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及營理費 2,413 978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佣金 2,060 —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播放服務費 — 606

付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母版前期製作服務費及後期製作服務費 — 416

上述各項交易乃於日常業務中按有關協議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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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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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73,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71,09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股東應佔盈利由10,083,000港元增

加至10,121,000港元。倘不包括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售於前聯營公司

中國3C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智庫科技有限公司）之權益之額外收益15,707,000港元，過往期

間之日常業務所產生之虧損淨額為5,624,000港元，因此，本集團之日常業務表現已顯示大

幅改善。

隨著近年與收費電視營辦商簽訂內容供應合約後，來自本集團電視分部之收益貢獻由

13,478,000港元增加至29,365,000港元。該等收益部份佔本集團之總收益亦由19%增加至

37%。自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推出其首個廣播頻道，提供其電影庫之電影以及來自業務夥伴

之其他節目起，本集團不斷從其電視業務開拓多項收益來源。二零零四年，本集團與香港寬

頻營辦商簽訂合約以提供電影頻道，並與now寬頻電視營辦商簽訂合約以提供劇集頻道。二

零零五年九月，now寬頻電視電影頻道及馬來西亞MiTV兩個新頻道亦已推出。此外，本集

團亦與若干流動電話營辦商簽訂其他合約以提供頻道內容。展望將來，本集團以為其他亞洲

國家提供頻道，並取得電視頻道播放時段之廣告收入，且發展更多不同類型之頻道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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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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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為本集團帶來顯著且日益增加之貢獻。數碼電視較現有模擬制式容許更多放映頻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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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對電視頻道內容之需求將隨香港之收費電視日益受歡迎以及香港及中國之電視訊號數碼

化計劃而大增，而本集團相信，其將繼續從這些新市場商機取得成果及可觀回報，以及受惠

於其電視業務之理想前景。

為應付本集團對內容之需求，本集團分配更多資源製作電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推出「黑白戰場」、「龍咁威2︰皇母娘娘呢？」及「摯愛」。電影放映及電

影版權授出及轉授之營業額由15,573,000港元增加至23,297,000港元。上述各齣電影成績理

想，市場反應熱烈。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本集團由多名來自不同國家之國際級男女演員及製

片人主演及製作之跨國製作「猛龍」於全球推出。「猛龍」為首部及唯一獲中國國家博物館挑

選為紀念中國電影一百周年之永久收藏電影。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投資及全力支持香港

電影製作行業，並以製作廣受歡迎之優質電影為目標。

由於本集團將其收益組合多元化及將本集團之資源重新分配之策略，以及相關行業環境之影

響，故其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之電影及節目應佔收益由 42,042,000港元下跌至

26,311,000港元。

以影音產品形式銷售及發行分部之業績受整體行業氣氛所影響。較少新電影於期內推出，且

競爭相當激烈。隨著透過互聯網下載、以可重寫光碟機抄錄及商店向客戶提供影碟租借服務

等侵犯版權行為日趨普遍，銷售及發行影碟業務現正處於困境。儘管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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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簡化組織

架構及提高營運效率，本集團最近亦委聘一間發行代理公司處理有關發行分部之物流程序，

此舉令本集團之行政及其他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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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集團陸續償還興建將軍澳總部時所籌集之貸款，其營運資金及負債資產狀況（詳情載

於下文「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一段）亦持續有所改善。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緊握每個機會，

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及回饋彼等之長期支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約為 57,000,000港元，其中約

41,000,000港元已經動用。本集團賬面淨值154,0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

為銀行信貸之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為17%，乃按銀行貸

款、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合共約38,550,000港元（其中20,852,000港元、5,199,000港元、

10,656,000港元及1,843,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第二年、第三至第五年及第五年後償還）以

及股東資金約230,225,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計算，故此本集

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授予其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約

66,73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電影製作及版權協議已訂約但未於此

等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之承擔約為13,275,000港元。承擔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及銀行信貸撥

付。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8名僱員。本集團定期按僱員表現檢討薪酬。除基

本薪金外，僱員福利亦包括不定額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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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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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開始日期」）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詳情已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八月五日之通函及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披

露。

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出。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有聯繫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依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而設置之登

記冊所記錄或據本公司接獲之通知，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有聯繫法團（按證

券條例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每股面值0.1 港元之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普通股

實益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法團權益

李國興先生 27,489,500 37,968,750 412,509,510

附註 (i) 附註 (ii)

唐慶枝先生 3,375,000 — —

陳銀鏢先生 2,025,000 — —

周其良先生 7,209,000 — —

附註：

(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之配偶李碧蓮女士持有。

(ii) 該等股份由李國興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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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附屬公司權益

李國興先生持有下列附屬公司每股面值1 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個人權益：

所持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之數目

名稱 個人權益

美亞鐳射光碟有限公司 100,000

美亞錄影製作有限公司 10,000

美亞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500,000

除上述所披露之權益外，

(i)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聯營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訂立

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持有本公司或其有聯繫法團之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及

(ii) 於期內任何時間，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之

子女）並無擁有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條例）任何權益，亦無獲授

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條例）股份之任何權利。

主要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根據

證券條例第336 條規定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示，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主要股東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控股股東抵押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控股股東Kuo Hsing Holdings Limited將所持之

30,000,000 股本公司普通股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約23,000,000港元一般銀行信

貸之其中一項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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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項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就董事之證券交易採納操守準則，而其

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同樣嚴謹。本集團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個別

查詢，而本公司董事已就董事之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其操守準則。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報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