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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58,740 128,884

直接成本 (46,069) (119,990)

毛利 12,671 8,894

其他收益 10,915 8,902

銷售及分銷費用 (3,555) (4,039)

行政費用 (27,897) (23,948)

其他費用 (542) (1,046)

商譽減值虧損 － (602)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3,200)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1,608) (11,839)

融資成本 (25) (567)

除稅前虧損 (11,633) (12,406)

所得稅收入 3 1,642 2,413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6 (9,991) (9,993)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度虧損 － (27,850)

年度虧損 (9,991) (37,843)

源自：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9,991) (35,672)
－少數股東權益 － (2,171)

(9,991) (37,843)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每股虧損 4

基本（每股港元） 0.02 0.07

攤薄後（每股港元） 不 適 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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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379 1,916
無形資產 47,501 12,772
可供出售投資 － 91,700

48,880 106,388

流動資產
存貨 8,857 3,444
應收貿易賬項 7 22,464 24,7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0,353 16,006
可供出售投資 66,591 －
已抵押定期存款 15,624 1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56,630 52,173

190,519 96,480

資產總值 239,399 202,86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8 2,336 2,002
稅項負債 6,938 8,99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 59,115 35,525
銀行透支 18 626
融資租賃承擔之即期部分 － 203

68,407 47,349

流動資產淨值 122,112 49,1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0,992 155,51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 51
遞延稅項負債 － 159

－ 210

資產淨值 170,992 155,3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500 55,735
儲備 103,492 99,574

權益總額 170,992 155,309

附註：

1. 編 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修訂。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必須應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公司會計政策時自行作出判斷。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六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採納與其業務相關之
準則、修訂及詮釋。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預期該等準則不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構成任何
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7號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嚴重通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重列法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範圍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重估內含衍生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6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 入及其他收益
收入指已售貨品（已扣除退貨及商業折扣）與所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本集團屬下各公司間一切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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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 得稅收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總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即期稅項：
香港 － －
中國內地 784 1,16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267 ) (3,499 )

(1,483 ) (2,339 )
遞延稅項 (159 ) (74 )

稅項收入 (1,642 ) (2,413 )

4.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9,991 7,822
已終止業務 － 27,850

9,991 35,67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6,667 516,048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0.02 0.02

已終止業務 － 0.05

總計 0.02 0.07

由於有關年度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後虧損。

5. 分 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業績、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二零零六年
銀行及公用

銀行及 事務界別
金融系統 適用之軟件 資訊科技 房地產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管理及支援 顧問服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51,867 644 3,440 2,789 － 58,740
利息收入 452 － 1 － － 453
其他收益 407 270 － － － 677

總額 52,726 914 3,441 2,789 － 59,870

分部業績 (7,991 ) 536 1,433 (2,828 ) － (8,850 )

未分配利息收入 94
未分配收益 9,691
未分配開支 (12,543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1,608 )
融資成本 (25 )

除稅前虧損 (11,633 )
所得稅 1,642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9,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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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銀行及公用

銀行及 事務界別
金融系統 適用之軟件 資訊科技 房地產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管理及支援 顧問服務 抵銷 綜 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124,899 3,462 523 － － 128,884
利息收入 550 － 2 － － 552
其他收益 5,514 12 － － － 5,526

總額 130,963 3,474 525 － － 134,962

分部業績 (2,017 ) 1,527 141 － － (349 )

未分配利息收入 41
未分配收益 2,783
未分配開支 (14,314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1,839 )
融資成本 (567 )

除稅前虧損 (12,406 )
所得稅 2,413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9,993 )

(b) 地區分部
二零零六年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540 58,200 － 58,740

二零零五年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抵銷 綜 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524 128,360 － 128,884

6. 持 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及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46,069 119,990
折舊 1,520 1,754
電腦軟件攤銷 97 －
已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602
非上市投資減值虧損－北京東師雙威教育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3,200 －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1,505 －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付款 2,328 3,171
核數師酬金 850 897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 11,432 10,750
向定額福利退休計劃供款：
中國內地 1,499 1,394
香港 112 115

其他福利 2,588 1,405
15,631 13,664

匯兌收益淨額 (455 ) (747 )
呆賬撥備 528 1,045
撇銷固定資產 151 56

7. 應 收貿易賬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63,925 70,720
減：累計減值 (41,461 ) (46,002 )

22,464 24,718

於結算日，扣除減值虧損後之應收貿易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 90天 10,430 13,865
91天至 180天 2,986 6,994
181天至 365天 6,540 3,289
365天以上 2,508 570

22,464 24,718

平均而言，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一至六個月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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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 付貿易賬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2,011 1,677
應付若干少數股東之款項 325 325

2,336 2,002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 90天 234 －
91天至 180天 114 160
181天至 365天 200 8
365天以上 1,788 1,834

2,336 2,002

上述金額並無包括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產品或服務直接成本付款之信貸期介乎一至三個月。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表現
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之日常業務錄得營業額 58,740,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 128,884,000港元減少 54%，主要由於
硬件銷售減少。經營業務所得虧損由去年之 12,406,000港元收窄 6%至 11,633,000港元，原因是邊際毛利改善。

邊際毛利從二零零五年之 8,894,000港元上升 42%至 12,671,000港元 , 主要是由於保養服務之銷售及房地產顧問服務業務有所增加而
致邊際毛利率從二零零五年之 7%改善至 22%。

集團在二零零六年出售部份 ChinaCast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td（「 ChinaCast」）之股份因而錄得 9,290,000港元收益。

本年之每股淨虧損為 2港仙，二零零五年之每股淨虧損則為 7港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核心業務回顧
二零零六年為集團革新元年，集團改稱為「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標誌集團蛻變成一家業務多元化的投資控股公司。

作為集團之核心業務，集團透過冠亞及其附屬公司（「冠亞」）繼續經營提供自動櫃員機保養服務之本業。集團目前持有 Acacia Asia
Partners Limited（「 Acacia」）及 Grand Panorama兩家公司的股份。Acacia為上海一家專門為房地產代理行業提供電腦科技服務的供應
商，Grand Panorama則為一家上海的房地產顧問服務公司。

宏昌國際剛蛻變成一家投資控股公司，集團將繼續物色機會，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具商業潛質的領域。集團在二零零六財政年度結
束後，簽訂了一項買賣協議，收購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所有已發行股份，該公司擁有一項合約，為內蒙古一幅種植甘草之草原地塊
提供管理及顧問服務。

核心本業—自動櫃員機保養服務及資訊科技方案：冠亞
冠亞為中國的銀行及金融業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為集團之核心本業。公司在二零零六年依然是集團主要的業務部門和收入來
源。冠亞於售後服務方面之營業額在年度內取得 20%增長，主要來自公司的基礎業務—售後服務。

回顧年度內，冠亞在客戶及市場開拓上均取得重大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取得中國銀行雲南分行的招標項目。中國銀行雲南分
行的售後維修及保養服務以往由兩至三個供應商提供，現在則由冠亞獨攬。贏取此項目，是公司業務上的一項重大勝利，不但顯
示了公司的真正實力，同時亦鞏固了公司在西南地區的地位。

冠亞在二零零六年亦成為交通銀行自助銀行服務的主要服務商之一。在交通銀行約 80家分行中，冠亞取得的售後服務合約，由二
零零五年的 12家，增至 29家，所佔比例超過三分一。

除了在客戶及市場開拓上均取得突破，冠亞在回顧年度內亦在廣大的中國市場拓寬了地域範圍。在淅江地區，自動櫃員機的保養
服務數目由一年前的少於 200部，大幅增至逾 400部。公司亦成功打開西北地區甘肅省這個新市場，服務超過 100部櫃員機。此外，公
司在青海省亦已取得業務突破。

冠亞在金融自助設備產品銷售方面，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取得包括淅江郵政、上海銀行、招商銀行在深圳、北京、西寧及瀋陽之分
行、商業銀行在台州、蘭州及杭州之分行，以及徽商銀行等在內的一批合約。公司對招商銀行之銷售成了增長焦點，招商銀行總行
的新一期招標中，冠亞成功延續代理及服務商地位。

除了自動櫃員機銷售及售後服務，冠亞繼續與全球存儲設備製造商 EMC合作，向銀行及證券行業推廣存儲產品，成功取得興業銀
行總行及中央證券上海登記公司的新訂單。

冠亞亦在數據整理軟件及系統安全軟件方面與 IBM及 Symantec等公司合作，與上海銀行及上海安訊保險簽訂了軟件應用開發的新
業務合約。

房地產相關資訊科技服務：Acacia
Acacia是一家為內地物業代理提供資訊科技管理、網上及支援服務的供應商，市場主要在上海市。服務範疇更包括入門網站與數
據管理服務。中國政府改變政策，採取了新措施，規範和冷卻似乎是過熱的房地產市場，Acacia的業務因此受到負面影響。

禁止外國人投資住宅零售市場，實施資產增產稅，還有將按揭上限降至七成，是眾多新措施中對房地產代理市場最具威脅的幾項。
單以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為例，交易量較上年同期減少了 20%。

以中價及豪宅物業市場為主要對象的物業代理最受措施打擊，部分公司選擇退出市場，而這類物業代理，正是 Acacia網上物業資
訊管理平台的目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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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cia為了抵禦市場逆境，將員工隊伍規模縮細，在短期內減省資金投入，以降低營運開支。然而，集團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長遠
發展依然抱有信心。

房地產顧問服務：Grand Panorama
集團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公佈以 3,000萬港元，收購上海地產顧問代理公司 Grand Panorama。一如 Acacia， Grand Panorama同樣受到中國
房地產政策改變所影響，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止年度未能達至保證之盈利。

儘管如此，集團對 Grand Panorama的前景依然樂觀。Grand Panorama專注拓展的，是上海和北京的辦公室物業市場，此市場投機氣氛
較低，業務相對穩定。

新投資：農業項目
集團在二零零七年二月簽訂一項買賣協議，悉數收購 Huge Value Development Ltd.（「 Huge Value」）之已發行股份。Huge Value為一家
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之投資控股公司，該公司與內蒙古天蘭科技治沙產業有限公司（「天蘭」）簽訂了一份合約，為天蘭在內蒙古
一幅面積達 100萬畝土地培植甘草之項目，提供管理及顧問服務，管理合約年期為 47年。

買賣交易完成後，Huge Value將成為集團旗下之全資附屬公司，該公司之財務業績將計入集團賬項內。

甘草為一種重要中藥，亦可用作生產食品、糖果、化妝品、飼料、保健產品、防火產品及建材之原料。甘草為中國土生植物，主要生
長在內蒙古自治區。Huge Value所管理之土地位於中國的主要甘草種植中心。

近年，中國甘草供應由於土地缺乏管理而逐漸減少，質素亦下降了，但需求卻日增，導致市場供應短缺，因此導至甘草價格逐漸上
升。

集團認為，甘草業務在中國境內外均具有龐大市場潛力。

前景
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完成為各項旗下資產進行重整，標誌集團成為一家多元化投資控股公司。集團的策略，是將冠亞發展成集團
的核心收入來源，同時當遇到合適機會時，為集團注入新投資，藉此加入新的業務增長動力，並且將經營風險攤薄，令業務更為穩
健。

冠亞預期於未來數年，在中國的自助銀行設施銷售及售後服務提供將有龐大的增長潛力。究其原因，是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逐步對
外國銀行開放，本地金融及銀行機構必須增強競爭力、成本效益及服務質素。此外，中國經濟現時正高速發展，城鄉建設步伐亦不
斷加快，亦是導至金融行業在未來將有強大增長的原因。

中國內地開通第一台自動櫃員機至今已有近 20年歷史。據統計，現時服務中的自動櫃員機，包括提款機及存款機，合共約有 12萬
台。以中國的人口及人均可支配貨幣計算，比率仍遠較發達國家為低。雖然自動及非現金交易有著龐大的商機，但中國要從傳統
的現金消費模式改變過來，使用者、系統和基建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配合。

冠亞並非唯一一家公司注意到自助銀行設施的商機，市場上不乏新加入的競爭者，但冠亞憑藉進入市場的資歷較深、隊伍專業、
地域優勢明顯、經營品牌廣泛和管理能力強等特點，多年來一直在市場上穩佔領導地位。行業內不但出現激烈的價格競爭，服務
質素亦愈來愈具關鍵影響力，兩者是業務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冠亞管理層清楚看到價格下滑和競爭者湧現所帶來的挑戰，將會積
極把握本身的核心優勢，務求在二零零七年取得更理想的成績。

具體而言，冠亞將透過加強管理、控制成本和拓展業務三方面來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將繼續鞏固和擴展自助銀行設施的維修保養
服務，擴大客戶基礎和市場覆蓋。重點發展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招商銀行等具有長期夥伴關係的客戶，同時積極開拓建設銀行、
農業銀行等地區商業銀行的新商機。公司目標是維修保養數量較去年有 5%增長。

銷售業務拓展方面，重點將放在招商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及各地郵政銀行。公司冀望能做好客戶關係工作，讓服務和銷售能帶
動彼此間之業務，目標是業務達到 20%的年增長。

除了自動櫃員機業務，冠亞將繼續與 EMC及 Equal Logic合作，在金融及證券行業，以及政府部門推廣各檔次的存儲設備及災難備
份系統的應用。冠亞並會與 IBM及 Symantec等公司加強合作，尋求新客戶，以爭取軟件產品的新訂單。公司會投放更多資源，強化供
應商關係，並拓展新業務、新夥伴和新產品。

冠亞並會加強內部管理，確保通過 ISO9000企業管理認證之年審，嚴格控制部門結構、員工數目和業務流程，務求提升管理標準和
經營水平。

集團透過 Acacia及 Grand Panorama，參與房地產相關之科技及顧問服務。以較早前中國房地產政策出現重大的改變，管理層將會採
取更小心審慎的經營策略。惟長遠而言，集團對房地產市場以至相關支援服務的前景，依然抱有信心。

集團在內蒙古的農業項目新投資，預計於四月底完成，透過 Huge Value，集團將協助當地公司策劃生產，確保甘草培植方法正確和
有效率。近年由於甘草培植不善，中國甘草的數量和質素都有所下降。正確種植甘草，可在未來提升甘草的數量和質素。此外更重
要的，是可以通過控制土地流失和移動，達至土地保育和防止土地沙漠化。此一業務符合國家的利益和政策，集團得到政府部門
的全力支持。管理層相信透過以上的努力，可以贏得認同和支持，有助爭取更多土地管理業務和其他商機，為股東創造更大的投
資價值。

結算日後事項
(i) 配 售新股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簽訂協議，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22港元配售 110,000,000股新股份予六名承配人。本公
司所收之配股款項淨額約為 23,500,000港元，已作為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ii) 收 購 Huge Value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 TVI」）訂立協議，以總代價 78,000,000
港元收購 Huge Value全部已發行股本。Huge Value從事提供管理及顧問服務以在內蒙古培植甘草。

(iii) 延 遲達致溢利保證期限
於二 零零七 年二月二 十二 日，股東 批准 TVI與 Grand Panorama全部 股本權 益之賣方 所訂 立協議，以將 達致溢利 保證人 民幣
4,000,000元（約 4,000,000港元）及人民幣 6,000,000元（約 6,000,000港元）之期限，分別由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延遲至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iv) 出 售於 ChinaCast Education Corporation之 投資
於二 零 零 七年 一月 八 日，TVI出 售 其 於 ChinaCast Communication Holdings Limited股 本 中 所 擁 有 全 部 33,037,221股股 份，以 交 換
ChinaCast Education Corporation（前稱 Great Wal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股本中 1,551,771股股份。ChinaCast Education Corporation股份
於美國納斯達克場外交易議價板報價。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TVI訂立協議，按 55,000,000港元代價向一獨立第三方出售上述 1,551,771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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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達 239,399,000港元，其中包括負債約 68,407,000港元及權益約 170,992,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170,992,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155,309,000港元，增
幅達10%。

流動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 72,25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 52,312,000港元）。於扣除銀行貸
款及透支約 1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 626,000港元）後，本集團之淨現金結餘約為 72,236,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約為 51,686,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為 3（二零零五年：2.04），而資產負債比率則為零（二零零五年：
0.01），為本集團附息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應付款項除權益總額。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約 15,62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39,000港元）之定期存款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所獲授銀行
融資之抵押。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資源與香港銀行給予之信貸融資撥付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尚
未償還借貸。本集團採用之借貸方式主要包括信託收據貸款、透支及有期貸款。有關利息大部分參照港元最優惠利率釐定。銀行
存款及借貸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之融資給予多家銀行擔保而有或然負債（二零零五年：20,000,000
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鑑於香港特區政府之港元與美元掛漖政策仍然生效，故本集團之外匯風險輕
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僱用約 29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價
釐定彼等之薪酬，並酌情發放與表現掛漖之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及醫療津貼、培訓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該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曾討論核
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
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條
文，惟下文所述若干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不應由一人同時擔任。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席
及行政總裁職務分別由陳子昂先生及鄧健洪先生出任。

於本報告日期，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均由謝南洋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謝先生之經驗及知識對其新業務營運及本集團短期方針
極其關鍵。董事不相信現時情況將會損害本集團與管理層之間權力及職權制衡，目前不建議將職能分開。

有關企業管治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

在聯交所互聯網網頁刊登全年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所規定資料之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謝南洋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謝南洋先生及陳子昂先生為執行董事，而戴並達先生、傅欣欣先生、王希玲女士及 Lim Yew Kong, John先生則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