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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受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委托審閱第2至第11頁所載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是董事的
責任，並已由彼等審批。

審閱工作

吾等之審閱工作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核數準則」）第700號「委聘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審閱範圍主要包括對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性程序對中期財務
報告作出分析，並據此評估所採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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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序（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及核實
資產、負債及交易活動）。由於審閱之工作範圍較審計工作少很多，因此衹能提供較審計工
作為低之確定程度。故吾等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吾等審閱（並不構成審計工作）之結果，吾等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的修改。

在不修改吾等之審閱結論下，吾等務請 閣下注意於中期財務報告所披露截至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損益表、現金流量報表，以及確認盈虧表之比較數字，並無按照
核數準則700之規定進行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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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85,530 76,929

其他收入 1,303 1,002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10,306 1,784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57,899) (51,942)

僱員成本 (7,076) (6,356)

折舊及攤銷 (2,661) (2,512)

其他經營費用 (22,017) (13,707)

經營溢利 7,486 5,198

財務費用 (2,423) (2,077)

投資收入 201 27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638 301

除稅前溢利 5,902 3,695

稅項 3 (531) (493)

除稅後溢利 5,371 3,202

少數股東權益 (1,783) (1,082)

期內淨利 3,588 2,120

每股盈利 5 0.79仙 0.4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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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 45,637 46,930
專利權 1,896 1,98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305 10,318
其他資產 877 904

65,715 60,139

流動資產
存貨 7 62,062 39,855
應收賬款 8 36,073 52,708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9,293 8,898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9 6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06 27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24 1,514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1,616 776
可收回之稅項 272 15
保證金 1,715 2,0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68 16,544

132,888 122,658

資產總額 198,603 182,797

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5,854 5,854
股份溢價 12 38,522 38,522
累計溢利 12 3,976 1,053
其他儲備 12 2,832 2,386

51,184 47,815

少數股東權益 28,733 28,271

79,917 76,08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0 11,521 7,080
融資租約及分期付款之承擔 177 493

11,698 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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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25,931 24,7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5,349 15,848
應付票據 14,883 7,16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899 1,34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749 27
銀行借款 10 47,896 48,472
融資租約及分期付款之承擔 691 863
應付稅項 590 628

106,988 99,138

權益及負債總額 198,603 182,797

簡明綜合確認盈虧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於損益表內未認算的換算海外業務
產生之外㶅折算差額 17 (37)

期內淨利 3,588 2,120

確認盈虧總額 3,605 2,083

前年度增持聯營公司之負商譽調整 (236) －

3,369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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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所得現金淨額 13,755 3,755

投資回報及融資償還所耗現金淨額 (1,969) (2,316)

已繳納稅項 (826) (39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9,714) (2,315)

融資前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246 (1,266)

融資所得／（所耗）現金淨值 16,099 (5,671)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增加／（減少） 17,345 (6,937)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1,395) (9,295)
㶅率變動之影響 1 (3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5,951 (16,268)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68 14,786
須於三個月內償還之銀行借款 (15,217) (31,054)

5,951 (1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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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重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編製。除以下描述以外，
本中期業績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概與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賬目所採納者相
符一致。

於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了多條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修定之會計實務準則，因而採納下列新
會計政策。

分類報告

本中期報告首次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分類報告」。此準則建立財務資料類別分析之原則。

此準則之採納並沒有改變前年度界定類別之基礎。

商譽

於期內，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以往，商譽（負商譽）於收購年度內從儲
備撇銷（撥入儲備）。本集團採納本準則選擇不將商譽（負商譽）重列。因此，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前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仍會留存在儲備，直至變買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或該商譽已確定出現減損之情況時，該商譽會於損益表內撇銷。而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收購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產生之負商譽於變賣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則會於損益表內確認
為收入。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收購所產生之商譽將確認為資產並於估計可使用年期內攤銷。二零零一
年一月一日後收購所產生之負商譽將呈列為資產之減免，並將按情況及分析於損益表內確認為
收入。

無形資產

在以往年度，本集團購入之技術知識名為專利權，並按成本減除攤銷及減值損失入賬。無形資產
之成本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資產減值」提出一套對本集團資產釐定減值損失的正式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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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1. 重要會計政策（續）

撥備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倘本集團因一項過往事故以致目前存
在債務或責任，而該事故於合理預計後，可能導致經濟效益損失之情況下，撥備將予以確認。

採納以上新會計政策對前期／以往年度已呈報之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營業額 經營溢利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按業務分析
貨櫃製造 67,242 62,266 4,361 3,151
貨櫃場 12,316 9,601 2,177 1,261
中流作業 5,972 5,062 948 786

85,530 76,929 7,486 5,198

營業額 經營溢利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地區分析
美國 34,396 20,866 3,158 1,086
香港 18,050 17,718 2,197 1,519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香港及台灣除外） 15,809  11,352 1,591 1,417
歐洲 11,901 14,551 191 535
其他 5,374 12,442 349 641

85,530 76,929 7,486 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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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零年：16%）之稅率作出撥備。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133 －
海外稅項 398 493

531 493

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5.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以盈利3,588,000美元（二零零零年：2,120,000美元），按期間已發行普通股456,001,760
股（二零零零年：普通股456,001,760股）而計算。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較股份之平均市場價格為高，
故未有呈示攤薄後之每股盈利。

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集團於期內共支出2,534,000美元（二零零零年：2,394,000美元）用作提升製造、貨櫃場及中流作業
設備。

7. 存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原材料 31,707 19,806
在製品 2,596 2,063
製成品 27,759 17,986

62,062 39,855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價值合共389,000美元（二零零零年：250,000美元）的原材料及製
成品已調整為可變現淨值。於期內，存貨合共69,121,000美元（二零零零年：65,437,000美元）已認
算為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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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已制定一套明確之信貸政策。視乎與本集團之關係及客戶之信譽而定，本集團與各客戶分
別制定互相同意之信用條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9,622 19,286
三十一至六十天 10,689 8,873
六十一至九十天 9,262 7,21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3,689 6,722
一百二十天以上 2,811 10,608

36,073 52,708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8,888 11,651
三十一至六十天 4,708 4,667
六十一至九十天 4,479 3,60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4,740 2,405
一百二十天以上 3,116 2,461

25,931 24,793

10. 借貸

於期內，本集團取得銀行新貸款合共23,419,000美元。該等貸款的利息為市場利率，還款期攤分六
年。有關款項用作購買原材料及收購若干投資項目的融資。

11. 股本

於是次及前年度之中期業績報告期內，股本並沒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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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儲備

外㶅折算
股份溢價 儲備 一般儲備 發展儲備 累計溢利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38,522 232 848 848 (5,528 ) 34,922
－聯營公司 － 31 46 34 639 750

38,522 263 894 882 (4,889 ) 35,672

外㶅折算差額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11 － － － 11
－聯營公司 － 3 － － － 3
本年度淨利 － － － － 6,082 6,082
增持聯營公司之負商譽 － － － － 193 193
轉撥自累計溢利 － － 222 111 (333 ) －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38,522 243 976 939 (877 ) 39,803
－聯營公司 － 34 140 54 1,930 2,158

38,522 277 1,116 993 1,053 41,961

外㶅折算差額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1 － － － 1
－聯營公司 － 16 － － － 16
本年度淨利 － － － － 3,588 3,588
前年度增持聯營公司
之負商譽調整 － － － － (236 ) (236 )

轉撥自累計溢利 － － 250 179 (429 ) －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38,522 294 1,366 1,172 3,976 45,330

下列公司應佔：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38,522 244 1,149 1,042 3,169 44,126
－聯營公司 － 50 217 130 807 1,204

38,522 294 1,366 1,172 3,976 45,330

根據中國之規例，設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保留之一般儲備及發展儲備均不可分派。

於累計溢利內的商譽儲備並沒有獨立地披露，因所涉及之金額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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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或然負債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聯營公司作出銀行貸款
擔保之已使用金額 2,416 2,416

履約擔保書 1,208 1,208

3,624 3,624

14. 資本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惟未撥備之購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23 524

15. 有關連公司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有關連公司達成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最終控股公司銷售貨品（附註a） 73 66
向同系附屬公司銷售貨品（附註a） 660 504
向有關連公司銷售貨品（附註a） 3,578 2,976
向最終控股公司支付租金（附註b） 10 9

附註：

(a) 向最終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及有關連公司銷售貨品之訂價及條款乃按市場釐定及不遜
於與其他第三者交易之價格及條款。同系附屬公司為太平船務（中國）有限公司，而本公司
主要股東太平船務有限公司（「太平船務」）持有該公司100%的實際權益。有關連公司為太
平船務（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張允中先生、張松聲先生及張朝聲先生均於該公司擁
有實際權益。

(b) 太平船務與本公司之附屬公司Singamas Teminals (China) Ltd.達成租賃協議，由二零零
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以每月租金1,611美元出租辦公室單位，為期兩年。該協議按一般商業條
款及市場價格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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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的業績表現理想。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
業總額為85,530,000美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11.2%；而綜合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溢利
為3,588,000美元，較二零零零年高出69.2%。

良好的業績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貨櫃場業務表現理想。此外，本集團中流作業業務錄得穩
健增長，以及貨櫃製造業務的表現亦維持平穩。

邁進新世紀，縱然面對競爭激烈的營商環境，本集團仍能憑藉其有效的業務策略，帶來良好
業績。其中包括擴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業務、伸延業務至其他亞洲國家、有效
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及本集團在過去數年積極投入業務發展和提高回報之成果。

貨櫃製造業務

貨櫃製造業務仍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佔其總營業額78.6%。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美國的經濟下調對貨櫃的銷售價格造成壓力及新訂單亦有所放緩，貨櫃的平均銷
售價格較去年同期下降約5%。然而原材料成本，特別是鋼鐵及地板的價格亦回落約5-6%，
抵銷了貨櫃價格下調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讓本集團得以維持整體邊際利潤。於二零零一年
上半年度，本集團的貨櫃製造業務錄得綜合營業額為 67,242,000美元，相較去年同期增
加8.0%。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為2,668,000美元，較去年上升57.6%。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六日達成一項合資企業協議，收購順德順安達太平貨櫃有限公司
（「順安達太平」）40%之股本權益。順安達太平主要從事生產ISO乾貨櫃，以及四十五呎／
四十八呎的特種貨櫃。經過四個月之經營，順安達太平開始為本集團帶來貢獻，而每月生產
量約達11,000個廿呎標準箱。順安達太平的加入不但配合了本集團之策略，即增加其生產
量及擴大市場佔有率，同時亦擴展本集團的製造網絡至中國以南地區，從而吸納該地區之
市場需求。此外，本集團相信順安達太平加入後將可進一步加強本集團貨櫃製造業在中國
及世界市場之競爭力和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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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貨櫃製造業務（續）

與此同時，以專門生產不含氟氯碳化物之環保冷凍貨櫃（「冷凍櫃」）的上海勝獅冷凍貨櫃
有限公司（「上海冷凍廠」）之營業額及溢利均錄得增長。上海冷凍廠於二零零零年十月與
Hyundai Mobis Company Limited達成技術合作協議後，其生產設施及工序得以提升，
廠房之產量已大大提高，由每日生產十二個冷凍櫃增加至二十八個。於回顧期內，上海冷凍
廠共生產5,502個二十呎標準箱的冷凍櫃。

貨櫃場業務

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本集團的貨櫃場仍然維持良好的表現，帶來可觀的回報，並錄
得12,316,000美元之綜合營業額，以及2,281,000美元之綜合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分
別較二零零零年同期增加28.3%及86.3%。

於回顧期內，中國沿海主要口岸之貨櫃吞吐量仍然強勁並維持雙位數字之增幅。上海、青島、
寧波及廈門為中國最繁盛之口岸，總增幅達19.9%。憑著擁有覆蓋沿岸港口的完善貨櫃場網
絡，本集團位於中國的貨櫃場因而受惠於該增幅。但另一方面，香港貨櫃吞吐量之下降增加
了集團位於香港貨櫃場的閑置貨櫃堆存業務。

為配合集團伸延其貨櫃場網絡至亞洲區其他國家之策略，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
與太平船務有限公司、Eastern Maritime (Thailand) Ltd. 及一位私人投資者，於泰國曼谷
開設新貨櫃場，名為Singamas Falcon Logistics Co., Ltd.（「Singamas Falcon」）。鑑於泰
國的經濟已逐漸復甦及亞太地區的貨櫃吞吐量上升，本集團相信區內的貿易活動將會增加。
管理層估計Singamas Falcon於今年八月正式投入經營後，可為集團提供滿意貢獻。

中流作業業務

於上半年度，中流作業有令人滿意的業務表現，營業額為 5,972,000美元，相對去年
的5,062,000美元，並錄得除稅前溢利953,000美元，較二零零零年上升22.5%。本集團估計其
中流作業業務將於未來繼續有良好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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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由於區內對營商前景的信心下降，加上美國經濟放緩帶來負面影響，管理層將謹慎地監察
整體經濟環境，繼續專注現有業務以鞏固基礎，並進一步推出審慎成本控制策略，從而保障
股東的權益。

本集團並將繼續尋求商機，在不同的策略性地區，透過合作或收購的形式，伸延其貨櫃製造
及貨櫃場業務的網絡。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五月推出了電子網站，為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該網站不但可提供公
司的企業簡介、財務撮要及貨櫃製造廠和貨櫃場之資料，更可讓客戶和合作夥伴隨時透過
本集團網上服務查核其訂單及貨櫃付運情況。此網站已設置於本集團的所有貨櫃製造廠、
貨櫃場及中流作業業務。此外，本集團將再投資約一百萬港元，將來客戶可透過互聯網執行
買賣指令及處理訂單。

本集團承諾保持良好的表現及為股東們帶來更佳的回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已就核數、內部監控運作及財政㶅報
等事項商討，亦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中
期報告」）。按董事會要求，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標準準
則700審閱此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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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21,168,000美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544,000美元）及總借貸 75,168,000美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71,000美元）。即資本與負債比率為1.47（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以本集團
借貸總額佔股東權益總額為計算基準，而債務淨額與股東資金比率則為1.06（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99），以本集團淨借貸（已減除銀行結餘及現金21,168,000美元）佔股東
權益總額為計算基準。由於存貸增加22,207,000美元及投資合共7,566,000美元，總借貸因而
上升為籌集資金所需。於期內，新貨櫃的需求強勁，增加了營業額達11.2%。為配合貨櫃需求
的增長，本集團擴充其生產力，並購買及積存更多原材料，以應付增加的生產量，存貨量也
因而上升。另一方面，儘管營業額上升，憑著收緊及有效的應收賬款控制措施，應收賬款減
至36,073,000美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708,000美元）。本集團之未計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 (EBITDA)與淨利息支出總額之比率於二零零一年首六個月止為
4.85倍（二零零零年：4.44倍）。

理財政策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納的理財政策均與於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年
報所披露的相符一致。

本集團大部分借貸安排為短期借款作為每天營運資金所需。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總
借貸之還款期攤分六年：於一年內償還為63,470,000美元，於二至五年內償還為11,498,000
美元，以及於六年內償還為200,000美元。本集團借貸主要以浮息為基礎。

收購

本集團投資了合共7,566,000美元，以7,200,000美元收購順德順安達太平貨櫃有限公司（一
所位於中國順德的乾貨櫃製造廠）40%的股本權益，以及以約366,000美元（16,250,000泰銖）
購入位於泰國曼谷的貨櫃場之25%股權。該兩項投資均已由董事會批準，並由內部資金及
已承諾中期借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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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按揭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若干資產總賬面淨值13,783,000美元（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073,000美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於印尼及中國附屬公司借貸之擔保。而本
集團於三所聯營公司的股權亦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融資的擔保。本集團於三所聯營公司
所佔淨資產及成本分別為15,171,000美元及14,600,000美元。

薪酬政策及僱員數目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採納的薪酬政策與二零零零年年報所披露的
相符一致。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了5,838名全職僱員。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證券（披露權益）條例（「證券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
各董事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已知會本公司之證券權益如下：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百分比

張允中先生 － 285,660,178（附註） 62.64
張松聲先生 10,234,000 － 2.24
張朝聲先生 1,114,000 － 0.24

附註： 此等股份乃由本公司之相聯法團（以證券權益條例之涵義為準）太平船務有限公司（「太平船
務」）持有。而張允中先生則持有該公司股份合共16,525,000股，佔該公司已發行股本89.42%。
張允中先生所持有之太平船務股份可分屬個人權益2,642,500股，透過South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張先生持有該公司55.71%已發行股本）所持有之公司權益5,850,000股，及透
過Y C Chang & Sons Private Limited（張先生持有該公司2.86%已發行股本）所持有之公司權
益8,032,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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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權益（續）

根據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本集團之全職僱員（包括本
公司之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普通股，惟所涉及之股份最多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10%。購股權可於授予日期十年內在任何時間行使。而港幣一元之代
價已於購股權授予當日收取。本公司所頒授而未獲行使的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之數目
於二零零零年及

二零零一年
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港元） 六月三十日

張松聲先生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 1.908 1,500,000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1.440 1,500,000

薛肇恩先生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 1.908 400,000

3,400,000

除財務報表附註15所披露者外（而董事會認為該等交易屬本集團之日常業務），本公司、其
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末或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與本集
團之業務有重大關係而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於其中佔有重大權益之合約。

除購股權計劃（詳情請參閱上文）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以致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其聯繫人士並沒有任何本公司及其關連公司（按照證券權
益條例所註明）之證券權益；與及本公司董事、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亦沒有任何認購
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本期內行使該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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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之權益

按照證券權益條例第16(1)條之規定而設存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除以上「董事之權益」一段披露若干董事擁有之股份權益外，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擁有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所有董事均未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指出本公司於現時或在本中期報告所包括
之會計期間內之任何時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張允中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