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績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持續經營 25,278 39,764
非持續經營 321,880 441,961

347,158 481,725
銷售成本 (137,012) (223,983)

毛利 210,146 257,74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43,779 45,38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4,872) (166,829)
行政開支 (96,013) (101,709)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7,700) 1,345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175,899 50,920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撥回 — 50,715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77,009
出售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虧損 (179,284) —
出售其他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95,668 —

經營活動溢利 4 77,623 214,578

融資成本 5 (23,888) (16,22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254,369) 217,817
超出收購一間聯營公司額外權益成本之差額 147,01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1,723 (20,85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 134,209 384,263
非持續經營（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 7 (176,107) 11,057

(41,898) 395,320

稅項 6
持續經營 (36,912) (7,404)
非持續經營 7 16,900 (12,544)

(20,012) (19,948)

年度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 97,297 376,859
非持續經營（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 7 (159,207) (1,487)

(61,910) 375,372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持續經營 47,480 324,465
非持續經營（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 (168,256) (6,424)

(120,776) 318,041
少數股東權益 58,866 57,331

(61,910) 375,372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  年度溢利／（虧損） (0.07港元) 0.22港元

—  持續經營溢利 0.03港元 0.22港元

攤薄
—  年度溢利／（虧損） 不適用 不適用

—  持續經營溢利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76 31,708
投資物業 119,100 250,600
發展中物業 138,494 233,250
商譽 — 71,907
聯營公司之權益 2,268,218 2,177,085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466,946 188,361
應收貸款 40,730 —
應收承兌票據 167,0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04,764 2,952,911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本投資 — 26,654
存貨 — 68,007
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159 52,021
可退回稅項 — 3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692 386,357

流動資產總值 40,851 533,408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231 21,539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0 15,648 109,411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 43,867

流動負債總額 15,879 174,817

流動資產淨值 24,972 358,5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29,736 3,311,502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31,745) (100,902)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應付利息 (23,313) (6,148)
遞延稅項負債 (20,165) (20,379)

非流動負債總值 (270,223) (322,429)

2,959,513 2,989,07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6,174 808,712
股份溢價賬 1,908,840 1,116,302
資產重估儲備 55,494 55,799
投資重估儲備 265,331 (12,663)
資本儲備 148,694 148,694
匯兌波動儲備 58,511 43,544
保留盈利 506,469 626,940

2,959,513 2,787,328
少數股東權益 — 201,745

2,959,513 2,989,07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公司條例而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惟投資物業、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及按公平值入賬而
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本投資已按公平值計量則除外。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

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持續經營及非持續經營（詳載於附註7）業務分類之收益、溢利／（虧損）
及若干資產、負債與開支資料：

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小計 成衣經營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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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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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 — 15,464 18,126 9,814 21,638 25,278 39,764 321,880 441,961 347,158 481,725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217 — — — 217 20,457 37,943 20,457 38,160

總計 — — 15,464 18,343 9,814 21,638 25,278 39,981 342,337 479,904 367,615 519,885

分類業績 92,846 50,551 189,312 143,903 (40,116) 724 242,042 195,178 (180,041)* 12,175 62,001 207,353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其他
收入及收益 16,683 7,225 6,639 — 23,322 7,225

未分配開支 (7,700) — — — (7,700) —

經營活動溢利／（虧損） 251,025 202,403 (173,402) 12,175 77,623 214,578
融資成本 (21,183) (15,102) (2,705) (1,118) (23,888) (16,22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之收益／（虧損） (254,369) 217,817 — — (254,369) 217,817

超出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額外權益成本之差額 147,013 — — — 147,01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1,723 (20,855) — — 11,723 (20,85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4,209 384,263 (176,107) 11,057 (41,898) 395,320
稅項 (36,912) (7,404) 16,900 (12,544) (20,012) (19,948)

年度溢利／（虧損） 97,297 376,859 (159,207) (1,487) (61,910) 375,372

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小計 成衣經營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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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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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38,494 233,315 119,562 251,841 4,276 7,319 262,332 492,475 — 430,402 262,332 922,877
聯營公司之權益 2,268,218 2,177,085
未分配資產 715,065 386,357

資產總值 3,245,615 3,486,319

分類負債 710 1,120 3,272 18,013 — 11,412 3,982 30,545 — 100,016 3,982 130,561
未分配負債 282,120 366,685

負債總值 286,102 497,246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 — — 180 1,709 40 1,709 220 10,255 10,552 11,964 10,772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 — (175,899) (50,920) — — (175,899) (50,920) — — (175,899) (50,920)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撥回 — (50,715) — — — — — (50,715) — — — (50,715)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 — (77,009) — — — (77,009) — — — (77,009)
出售鱷魚恤虧損 — — — — — — — — 179,284 — 179,284 —
出售其他附屬公司收益淨額 (91,997) — — — (3,671) — (95,668) — — — (95,668) —
資本開支 156,588 16 274,264 — 1,435 11 432,287 27 10,210 21,298 442,497 21,325

* 成衣經營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類業績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179,284,000港元。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地區分類之收益及若干資產與開支資料：

香港 中國內地 美國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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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212,608 239,190 134,550 187,110 — 55,425 347,158 481,725
非持續經營應佔 (197,144) (219,278) (124,736) (167,258) — (55,425) (321,880) (441,961)

持續經營收益 15,464 19,912 9,814 19,852 — — 25,278 39,764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262,332 623,366 — 295,572 — 3,939 262,332 922,877
資本開支 420,909 18,388 21,588 2,937 — — 442,497 21,325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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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專利權收入 — — 20,457 33,767 20,457 33,767
出售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本投資之收益 1,018 — — — 1,018 —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本投資估值未變現
重估收益 — 2,404 — — — 2,404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965 1,100 — — 965 1,100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682 264 3,873 1,675 5,555 1,939
其他利息收入 13,011 122 — — 13,011 122
匯兌差額淨額 — (54) — 1,246 — 1,192
其他 7 3,606 2,766 1,255 2,773 4,861

16,683 7,442 27,096 37,943 43,779 45,385

4. 經營活動溢利

本集團經營活動溢利已扣除／（計入）：
持續經營 非持續經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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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709 220 10,255 10,552 11,964 10,7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收益） — (48) 14 (17) 14 (65)
貸款及應收利息減值 7,700 — — — 7,700 —
呆賬撥備撥回 — — — (1,425) — (1,425)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計入銷售成本） — — (3,695) (4,633) (3,695) (4,633)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2,996 2,13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借貸及應付票據 20,892 14,088

利息開支總額 23,888 16,220

非持續經營應佔 2,705 1,118
持續經營應佔 21,183 15,102

23,888 16,220

6. 稅項

以往年度，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之稅率計算而作出撥備。本年度，由於本公司於年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
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方之當時稅率，根據當時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
本期稅項  —  香港 — 25
遞延稅項 30,060 21,334

30,060 21,359

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香港 600 —
中國內地 (10,648) (1,411)

本年度稅項 20,012 19,948

7. 非持續經營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及欣楚有限公司（「欣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Rich Promise Limited（「買方」，由本公司董事林建名先
生全資擁有之公司）訂立有條件股份買賣協議。根據有條件股份買賣協議，本公司及欣楚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合共314,800,000股鱷魚恤普通股，
相當於鱷魚恤已發行股本約51.01%，現金代價為192,028,000港元（「鱷魚恤出售」）。鱷魚恤及其附屬公司（「鱷魚恤集團」）主要從事成衣製造及貿易
以及物業投資之業務。

由於林建名先生為本公司及買方之董事，故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之定義，鱷魚恤出售分別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及關連人士交易。根據上市規則，鱷魚恤出售亦構成本集團之非常重大出售。本公司已寄發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之通函，內容有關鱷
魚恤出售詳情。鱷魚恤出售於獨立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有條件股份買賣協議後成為無條件。鱷魚
恤出售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式完成。

此外，本集團於年內在股票市場上出售其於鱷魚恤已發行股本中餘下3.92%之權益，總代價為14,755,000港元。於出售全部所持鱷魚恤股份後，本
集團終止成衣製造及貿易業務，而本集團將著手集中於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業務。

與年內成衣經營有關之綜合經營業績及出售鱷魚恤虧損呈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21,880 441,961
銷售成本 (134,961) (222,40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096 37,94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4,872) (166,829)
行政開支 (43,261) (79,839)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 1,345
融資成本 (2,705) (1,118)

除稅及出售鱷魚恤虧損前溢利 3,177 11,057
出售鱷魚恤虧損 (179,28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76,107) 11,057
稅項 16,900 (12,544)

年度虧損（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 (159,207) (1,487)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8,256) (6,424)
少數股東權益 9,049 4,937

(159,207) (1,487)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淨額及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出現可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等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項目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時，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下列項目之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 47,480 324,465
非持續經營（包括出售鱷魚恤虧損） (168,256) (6,424)

(120,776) 318,041

股份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時，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17,423,423 1,451,003,601

（股份代號：191 ）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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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完成鱷魚恤出售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主要收入產生自租金收入。租賃物業之應收租戶租金及相關收費，一般須預
先繳付並須根據租約條款預付租務按金。鑑於本集團之應收賬款涉及眾多不同客戶，故信貸風險並無重大集中。應收貿易賬款為不計利息。

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即期至90日 394 7,001
91日至180日 41 5,269
181日至365日 27 266
365日以上 — 4,414

462 16,950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697 35,071

6,159 52,021

10.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即期至90日 258 17,601
91日至180日 — 1,180
181日至365日 — 1,049
365日以上 — 14,455

258 34,285
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5,390 75,126

15,648 109,411

11.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五年︰4,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4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617,423,423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五年︰1,617,423,423股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16,174 808,712

根據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透過註銷當時法定股份之已繳股本每股0.49港元，將本公司當時法定股份之面值由
每股0.50港元減至0.01港元。按當日之1,617,423,423股已發行股份計算，削減股本之進賬約為792,538,000港元，撥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企業發展之影響，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股東應佔綜合虧損121,000,000港元，而上年度
則為溢利318,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營業額為347,000,000港元，其中25,000,000港元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而322,000,000港元則來自已停止經營之
業務。經營活動溢利包括於本集團不再從事現時已停止經營之成衣業務後出售本集團於鱷魚恤有限公司之股權所產生之虧損
179,000,000港元。

股東應佔綜合虧損淨額亦包括於麗豐向凱德置地中國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發行新股份（因而攤薄本集團於麗豐之權益至約40%）時視
作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虧損254,000,000港元。相比之下，本集團上年度錄得視作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為218,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

麗豐之收入及核心溢利錄得可觀增長。麗豐錄得總營業額703,352,000港元及毛利308,673,000港元，分別較上年度同期增加約75%
及91%。

麗豐於回顧年度內自租金收入錄得營業額197,621,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27%。於回顧年度內，來自上海香港廣場之總
租金收入增加約13%，而由於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全數租出，故其總租金收入則增加159%。麗豐於回顧年度內自發展物業銷售錄
得營業額505,731,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104%），絕大部份來自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進行之上海凱欣豪園第一
期住宅單位銷售之收益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進行之上海凱欣豪園單位銷售之收益最後部份。

於回顧年度內，麗豐錄得經營活動溢利294,532,000港元及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132,745,000港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完成向麗豐出售其於上海蘇家巷物業之權益。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麗新發展之經營業務錄得平穩增長。於回顧年度內，麗新發展錄得總營業額794,000,000港元及純利513,000,000港元。

其投資物業組合幾乎全數全數租出，於回顧年度內產生總租金收入約265,0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約7%。麗新發展於
本年度之應佔其聯營公司物業發展溢利由上年度約167,000,000港元減少至約55,000,000港元，當中大部份來自出售翠逸雅園項目。
麗新發展之酒店分部表現亦令人滿意，其於香港酒店之業務受惠於訪港旅客大增。於回顧年度內，香港麗嘉酒店之平均入住率為
84.7%，而平均房價為2,441港元，上年度之有關數字分別為84.2%及2,072港元。大華酒店方面，有關數字分別為93.3%及592港元，
而上年度為91.7%及552港元。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

豐德麗為麗新發展擁有34.83%權益之聯營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純利54,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203,000,000港元）。由於豐德麗為擁有麗新發展40.8%權益之最大股東，該公司之純利下跌亦反映麗新發展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大幅
減少及缺少減值撥回，豐德麗之業績亦因而受到影響。於本年度內，豐德麗之重點業務為進行有關重建其於澳門地盤之工作。於
二零零六年四月，豐德麗已訂立一份協議，據此，其將初步向New Cotai LLC（「New Cotai」）出售其於澳門路蕌地盤之40%權益，
並將與New Cotai共同發展路蕌地盤。出售交易須待若干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

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出售其於鱷魚恤之全部權益，並因而結束成衣業務。然而，本集團根據一份共同重建觀塘開源道79號之地
盤之協議條款，保留於鱷魚恤之該物業之權益。於該重建項目完成後，本集團將保留該項目之零售部份及停車位部份。

前景

麗豐

儘管中國政府最近推出房地產調控措施，惟麗豐對中國內地（「中國」）房地產市場之前景仍然充滿信心。就投資物業而言，麗豐將
繼續透過改善租戶組合，並進行裝修及翻新工程，致力改善其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就發展物業而言，麗豐已加快其物業發
展之時間表，並預期將於未來數年大幅增加落成物業數量。

麗豐積極在上海及廣州等其已經擁有龐大市場影響力之核心城市物色物業發展機會。除於上海及廣州補充土地儲備外，麗豐亦正
在研究北京及中國其他主要城市（上述機會可能會在當地出現）之潛力。展望將來，與合營公司夥伴合作發展是麗豐將予採用之其
中一項主要發展策略。

麗新發展及豐德麗

麗新發展之物業投資收入及酒店業務收入預期將持續平穩增長。其亦致力改善香港物業投資組合及酒店資產之回報。尤其，鑑於
對中環甲級寫字樓之需求強勁及新增供應單位有限，麗新發展正評估重建香港麗嘉酒店之潛力。

麗新發展之聯營公司豐德麗與其合營公司夥伴New Cotai LLC正在落實位於澳門路蕌之澳門電視城項目之總體發展計劃，而經澳
門當局批准後，預期建築工程將於二零零七年動工。

觀塘開源道79號項目

於與鱷魚恤共同進行之重建項目完成後，本集團將保留該重建物業之零售部份。該重建項目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前年完成，
其後將大幅擴大本集團之經常性租金收入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借貸總額（包括應付已故林百欣先生之票據 195,000,000港元及一項貸款 32,000,000港元）合共達
227,000,000港元。本集團於當日之綜合資產淨值為2,960,000,000港元。於當日之負債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與資產淨值之百分比）
約為7.7%。

應付已故林百欣先生之票據195,000,000港元及一項貸款32,000,000港元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一
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接獲已故林百欣先生遺產執行人之通知，表示上述應付票據及貸款毋須於結算日後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之借貸均為浮息債項。本集團將會密切注意利率走勢，並且會在有需要時採用對沖工具，以對沖未可預計之利率波幅。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116,000,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35,000,000港元，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之大部份買賣主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歐元進行。歐元外幣採購大部份受遠期外匯合約涵蓋，以減低匯
兌風險。鑑於終止經營成衣業務及向麗豐出售於上海蘇家巷之物業，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已大大減低。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年報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
文，惟守則條文A.4.1 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各現有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
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全體董事須自其上次獲選起每三年輪流告退一次，並符合資格應選連任。

全年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溫宜華先生、梁樹賢先生及周炳朝先生所組成。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召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連同本公司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年度之
年報將於稍後寄發予各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建名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建名先生、林建岳先生、蕭繼華先生、李寶安先生、林建康先生、譚建文先生及林孝賢先
生（亦為余寶珠女士之替代董事），非執行董事為余寶珠女士、趙維先生、賴元芳女士及林煒琦小姐（賴元芳女士之替代董事），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溫宜華先生、梁樹賢先生及周炳朝先生。

(Pag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