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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Celestial Asia Securities Holdings Limited（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時富投資」）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益 (3) 711,931 726,093
其他收入  7,503 4,141
零售業務之銷售成本  (245,979) (230,522)
網上遊戲業務之服務成本  (26,891) –
薪金、津貼及佣金  (132,271) (106,603)
其他經營、行政及銷售開支  (315,864) (297,183)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22,608) (18,581)
財務成本  (11,383) (42,660)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減少）增加淨額  (57,883) 43,398
攤薄附屬公司股權之收益 (5) 42,256 –
攤分之聯營公司虧損  (1,876) –

除稅前（虧損）溢利  (53,065) 78,083
稅項支出 (6) (4,892) (10,437)

期內（虧損）溢利  (57,957) 67,646

歸屬於股東：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80,281) 26,694
 少數股東權益  22,324 40,952

  (57,957) 67,646

股息：
 期內確認股息派發
  ─ 就二零零七年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4港元  36,101 –

每股（虧損）盈利 (7)
 ─ 基本  (0.4)港元 0.2港元

 ─ 攤薄  (0.4)港元 0.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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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99,307 109,252
 預付租約款項  15,756 15,963
 投資物業  – 5,000
 商譽  238,460 233,1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5,938 65,778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10,296 10,296
 無形資產  65,634 68,255
 其他資產  9,346 9,136
 用作購買物業及設備之按金  – 16,136
 應收貸款  68 692

  604,805 533,623

流動資產
 存貨  41,506 42,028
 應收賬款 (8) 611,856 938,998
 應收貸款  51,731 28,9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2,401 91,12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60 260
 持作買賣之投資  149,136 60,254
 經紀行之存款  81,569 131,751
 附條件之銀行存款  98,103 90,183
 銀行結餘 ─ 信託及獨立賬戶  801,315 928,527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439,449 329,501

  2,407,326 2,641,54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235,904 1,511,664
 遞延收益  653 4,059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40,150 121,520
 應付稅項  26,142 23,149
 融資租約負債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 487
 借款 ─ 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530,119 324,792
 衍生財務工具  18,698 12,683
 來自少數股東之貸款  27,437 27,437

  1,979,103 2,025,791

流動資產淨值  428,223 615,7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33,028 1,14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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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8,051 90,253
 儲備  515,603 557,748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權益  533,654 648,001
上市附屬公司之購股權儲備  88 88
少數股東權益  462,090 492,118

權益總額  995,832 1,140,20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879 7,879
 融資租約負債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 40
 借款 ─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9,317 1,249

  37,196 9,168

  1,033,028 1,14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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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16,097 (2,818,645)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160,688) (10,354)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54,539 2,790,096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增加（減少）淨額 109,948 (38,903)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329,501 168,569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439,449 129,666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439,449 12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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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累利  上市附屬
        購股權  溢利  公司之購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一般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虧損） 總計 股權儲備 權益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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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90,253 417,255 16,724 1,160 12,314 (188) 1,074 15,564 93,845 648,001 88 492,118 1,140,207
增加附屬公司
 之股份權益 (a) – – – – – – – – – – – (12,356) (12,356)
附屬公司發行新股 (b) – – – – – – – – – – – (76) (76)
附屬公司購回股份 (c) – – – – – – – – – – – (6,425) (6,425)
時富金融服務
 集團有限公司
 （「時富金融」）之
 二零零七年度
 末期股息繳款  – – – – – – – – – – – (33,419) (33,419)
二零零七年度
 末期股息繳款  – – – – – – – – (36,101) (36,101) – – (36,101)
攤分之聯營公司
 匯兌儲備  – – – – – 2,035 – – – 2,035 – – 2,035
因股份合併及
 削減股本而
 削減股份 (d) (72,202) – 72,202 – – – – – – – – – –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 – – (80,281) (80,281) – 22,248 (58,033)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18,051 417,255 88,926 1,160 12,314 1,847 1,074 15,564 (22,537) 533,654 88 462,090 99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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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上市附屬
        購股權 投資重估   公司之股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一般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儲備 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購權儲備 權益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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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65,623 137,398 16,724 1,160 12,314 (288) 422 29,659 41,943 304,955 2,496 259,880 567,331
增加附屬公司
 之股份權益 (e) – – – – – – – – – – – (12,757) (12,757)
出售可予出售投資  – – – – – – – (29,659) – (29,659) – – (29,659)
時富金融之
 二零零六年度
 末期股息繳款  – – – – – – – – – – – (14,865) (14,865)
重估增加  – – – – 100 – – – – 100 – – 100
已確認僱員
 購股權利益  – – – – – – 1,129 – – 1,129 – – 1,129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 26,694 26,694 – 40,952 67,646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65,623 137,398 16,724 1,160 12,414 (288) 1,551 – 68,637 303,219 2,496 273,210 578,925

附註：

(a)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五月，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CIGL」）（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購入額外時富
金融股份。本集團持有之時富金融股權由45.27%增加至增持後之46.79%。

(b)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時富金融之1,000,000股購股權以行使價每股0.262港元獲行使，因而發行1,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時富金融股份。

(c)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時富金融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本身已發行股
本中合共2,586,000股每股0.10港元之股份，總代價為7,217,000港元。該等股份因此被註銷，及時富金融之已發行
股本已按該等股份之面值而削減。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時富金融股權為47.08%。

(d) 詳情請見股本之附註(11)。

(e)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CIGL購入額外時富金融股份。本集團持有之時富金融的股權由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46.22%增加至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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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此外，未經審核綜合會計賬目載列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
員會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編制本會計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跟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會計賬目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本集團現正就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然而，本公司董事估計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財務業績將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23（修訂） 借款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32 金融工具：「呈列」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 修訂「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 營運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13 客戶忠實計劃2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費用及佣金收入 198,891 253,479
網上遊戲認購收入 71,344 75,768
專利使用權分銷收入 4,545 2,243
銷售傢俬及家居用品及潮流數碼產品（扣除折扣及退貨） 437,151 394,603

 711,931 726,093



2008  中期業績 8

(4) 業務及地域分佈

業務分佈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現可分為三個主要經營部份－金融服務、網上遊戲服務及零售。本集團乃根據上述部
份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金融服務 經紀、融資、企業融資服務、財富管理及證券買賣
網上遊戲服務 提供網上遊戲服務，銷售網上遊戲配套產品及專利使用權分銷服務
零售 銷售傢俬及家居用品及潮流數碼產品

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金融服務 網上遊戲服務 零售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98,891 75,889 437,151 711,931

分類溢利（虧損） 42,401 (42,077) (6,458) (6,134)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減少淨額    (54,572)
攤薄附屬公司股權之收益    42,256
財務成本    (1,382)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33,233)

除稅前虧損    (53,065)
稅項支出    (4,892)

期內虧損    (5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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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金融服務 網上遊戲服務 零售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53,479 78,011 394,603 726,093

分類溢利（虧損） 76,204 (7,483) (15,682) 53,039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增加淨額    43,398
財務成本    (1,980)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16,374)

除稅前溢利    78,083
稅項支出    (10,437)

期內溢利    67,646

地域分佈

本集團之營運位處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金融服務及零售業務主要於香港經營，而該等業務
之收益均主要來自香港。網上遊戲業務主要於中國及台灣經營，而該等業務之收益均主要來自中國及台灣。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31,649 647,403
中國 59,075 48,550
台灣 21,207 30,140

 711,931 726,093

(5) 攤薄附屬公司股權之收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之公佈，Netfield Technology Limited（「Netfield」）（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與獨立
第三方簽訂協議，Netfield以6,000,000美元（相等於約46,800,000港元）之代價向獨立第三方發行Netfield已發行股本
之3.4%股份。該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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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支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
 – 中國 – 137
 – 香港 4,892 10,300

 4,892 10,437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各個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七年：17.5% ）計算。

由於台灣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稅項撥備。

(7)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歸屬於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數字與去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溢利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期間（虧損）溢利 (80,281) 26,69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重列）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81,905,148 131,245,148

假設購股權獲行使的攤薄普通股之潛在影響 3,690,330 2,303,34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85,595,478 133,548,490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已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進行之股份合併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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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證券及股票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結算有限公司、經紀及交易商 47,809 216,343
 現金客戶 142,562 166,310
 保證金客戶 294,612 449,162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客戶 – 68
 結算有限公司、經紀及交易商 110,234 93,032

來自互惠基金及保險相關投資計劃及產品之應收佣金 3,556 5,238

來自提供企業融資服務業務之應收賬款 1,492 1,442

來自提供網上遊戲服務業務之應收賬款 10,180 6,995

來自零售業務之應收貿易客戶款項 1,411 408

 611,856 938,998

因買賣證券及股票期權業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之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天，而因買賣期貨及期權業務而產生之應收
賬款為交易日後一天。

就來自互惠基金及保險相關投資計劃及產品之應收經紀佣金、來自提供企業融資服務及網上遊戲服務業務所產生
之應收賬款及來自零售業務之應收貿易客戶款項而言，本集團給予30至90日之信貸期。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7,341 9,967
31–60日 1,213 1,192
61–90日 5,507 1,730
90日以上 2,578 1,194

 16,639 1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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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證券保證金客戶提供之貸款，以客戶之抵押證券作抵押，客戶須應要求償還及承擔商業市場之利率。鑑於股份
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故並未披露其賬齡分析。

來自買賣證券業務之保證金客戶之應收賬款中，包括由若干關聯人士所結欠之款項，有關詳情如下：

    按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公平值計量之
 一月一日之 六月三十日之 期內最高 已抵押證券之
姓名 結餘 結餘 未償還之金額 市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之董事

羅炳華先生及聯繫人 – – 15,401 –

王健翼先生及聯繫人 1,678 1,094 16,031 1,806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關百豪先生及聯繫人 – 217 1,793 7,901

附註： 聯繫人乃根據上市規則而界定。

上述結餘須應要求償還及按與其他保證金客戶相近之商業利率計息。

(9) 應付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證券及股票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585,134 963,379
 保證金客戶 141,856 255,425
 結算有限公司、經紀及交易商 97,709 –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201,220 151,097

來自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9,196 9,620

來自網上遊戲服務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41,890 6,368

來自零售業務之應付貿易客戶款項 158,899 125,775

 1,235,904 1,51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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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須於交易日後兩日內結算。除應付予保證金客戶之款項外，該等結餘之賬齡
在30日內。

結欠保證金客戶之款項須應客戶要求償還。由於股份保證金融資業務性質使然，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提供賬齡分析
並無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有關賬齡分析。

來自期貨、期權及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乃為向客戶收取買賣該等合約之保證金，
而超出約定所需保證金之未清賬款餘額須應客戶要求償還。鑑於該等業務之性質使然，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提供賬
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有關賬齡分析。

以下為來自網上遊戲服務業務及零售業務之應付貿易客戶款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74,804 60,842
31–60日 60,494 32,772
61–90日 43,335 22,897
90日以上 22,156 15,632

 200,789 132,143

(10) 財務風險管理之宗旨及政策

本集團之主要財務工具包括權益投資、法定及其他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經紀行存款、借款、應收賬款、其他應
收款項、應收貸款、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衍生財務工具及來自少數股東之貸
款。與該等財務工具相關之風險，以及減輕該等風險之政策載列如下。管理層對該等風險進行管理及監察，確保
以及時有效之方式實行適當措施。

市場風險

股本價格風險

本集團透過其持作買賣上市投資及可予出售投資而承受股本價格風險。本公司之董事緊密監察權益投資組合以管
理風險。

股本價格敏感度

以下價格敏感度分析乃根據呈報日期股本價格風險釐定。向主要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股本價格風險時，採用10%的變
動，乃代表管理層對股本價格的合理可能變動作出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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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倘上市投資之市場買價上升╱下降10%，則本集團之期內業績將分別增加╱
減少14,9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持作買賣上市投資及可予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所
致。

管理層認為，由於期終的風險未能反映本期內的風險，敏感度分析對股價固有的風險不具代表性。期內股本投資
組合波動。

利率風險

本集團涉及與定息應收貸款有關的公平值利率風險。本集團涉及與浮息銀行借款、應收貸款、保證金客戶貸款及
銀行結餘有關的現金流動利率風險。

本集團現時並無現金流動利率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嚴密監控本集團因市場利率變動而遭受之未來現金流動的
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市場利率之變動。向主要管理人員內部匯報現金流動利率風險時，採用100個基點的
變動，乃代表管理層對利率的合理可能變動作出的評估。

本集團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涉及的利率風險於本附註流動性風險管理一節詳述。本集團的現金流動利率風險主
要集中在本集團之浮動利率工具產生的最優惠利率及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倘浮息銀行借款、應收貸款、保證金客戶貸款及銀行結餘之利率上升╱下
降100個基點及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則本集團之期內業績將增加╱減少8,46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028,000
港元）。

外幣風險

匯兌風險乃因以外幣列值的國外經紀公司的應收賬款、銀行結餘、銷售及採購之有關匯率的不利變動而產生損失
之風險。管理層會監察匯兌風險，如有需要將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本集團逾90%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乃以美元（「美元」）或港元（「港元」）列值。由於美元與港元掛鈎，本集團預計美
元兌港元匯率，將不會出現任何重大變動。董事認為，毋須披露外幣敏感度，鑑於美元兌港元的匯率波動不大，而
於結算日其他外幣風險甚微，外幣敏感度並無提供額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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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倘於結算日，對約方未有就彼等已確認財務資產類別履行其承擔，將令本集團產生財務虧損，則本集團的最高信
貸風險為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有關資產的帳面值。

為了將經紀及融資營運之信貸風險減至最低，信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已成立以符合信貸及風險管理政策、批准信
貸限額及就逾期應收款項作出任何收回債項行動。有關提供網上遊戲服務，本集團已設立隊伍負責釐定信貸額度
及其他監管程序以確保採取進一步收回逾期債務。此外，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會評估每項個別應收賬款之可收回金
額，以確保就不可收回金額所作出之減值虧損已足夠。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之信貸風險已大幅降低。

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信貸風險屬過度集中，而出售聯營公司之應收款項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若干受限制對約手。除上
述者外，由於貿易客戶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分散於多個對約手及客戶，故有關風險並無過度集中。

銀行結餘及存款存於若干認可機構，及本公司董事認為此等認可機構之信貸風險為低。

流動資金風險

作為普通經紀業務的一部份，本集團會因結算有限公司或經紀與客戶之間的結算時間差異而承擔流動資金風險。
為解決此類風險，財務部門與交收部門緊密合作，監控流動資金的差額。此外，就應急而言，已設有即時可供動用
的信貸。

在零售及網上遊戲業務方面，本集團監察和維持管理層認為充足的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水平，以提供業務運作所需
資金，及緩解現金流量波動之影響。管理層監察借款的使用，務求確保符合貸款合約。

在管理流動資金風險的過程中，本集團透過持續監控預期和實際的現金流量，以及特定財務資產分類為主要來自
金融服務業務之貸款及應收款項的期限搭配，從而監控和維持充裕的現金及現金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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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902,526 90,253
 因股份合併而削減 (a) (722,021) –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180,505 90,253
 因削減股本而削減 (a) – (72,20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80,505 18,051

附註：

(a)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

(i) 合併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5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股份為1股每股面值0.50港元之股份（「合
併股份」）（「股份合併」）；

(ii) 註銷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0.40港元已繳足股本而削減已發行股本（「削減股本」）；及

(iii) 轉撥削減股本所產生約72,202,000港元之貸方金額至繳入盈餘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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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a)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Theodore J Marr（「Marr」）針對本公司及其他人士於美國加州
法院提交相互傳票，指稱本公司及其他人士違反誠信責任及╱或有欺詐成份之轉移。Marr針對本公司之相
互傳票包括Marr與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ILUX Corporation（「ILUX」）與Marr訂立之一份僱傭合約產生之
款項900,000美元（相等於約7,020,000港元）、ILUX解散而產生之款項15,000,000美元（相等於約117,000,000
港元）、Marr針對相互原訴人各自提出之主要索償有關不低於5,000,000美元（相等於約39,000,000港元）之
懲戒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連同利息。於二零零六年八月，本公司向加州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針對本公司
違反誠信責任之訴訟因由，基於Marr缺乏身份以確立其訴訟因由，及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加州法院駁回向
本公司違反誠信責任之申索。法院概無就有關Marr之其他訴訟因由對本公司作出判決。董事認為該事件所
產生之潛在負債為不切實，故此在綜合財務報表中不作任何撥備。

(b)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Hallmark Cards, Incorporated（「呈請人」）就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合宇有限公
司（「合宇」）之清盤令而提出一項訴狀。據此，呈請人宣稱，合宇欠付呈請人為數41,591.23美元（相等於約
324,000港元）之款項及應計利息。高等法院之一位法官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發出一項清盤令。該法院已
於該日委任臨時清盤人，以處理合宇之事宜，合宇現正進行清盤。

(c) 於二零零三年，Ka Chee Company Limited向時富（國際）金融投資有限公司（「時富（國際）」）（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提出清盤呈請，涉及金額為1,662,598港元。法院已發出清盤令，而清盤人已獲委任清盤時富（國際）
及清盤程序正在進行中。本公司董事認為已就索償事宜作出足夠的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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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與有關聯人士之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聯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從下列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收取之佣金及利息收入 (a)
 關百豪先生及聯繫人  58 189

從下列本公司之董事收取之佣金及利息收入 (b)
 林哲鉅先生及聯繫人  7 118
 羅炳華先生及聯繫人  26 204
 王健翼先生及聯繫人  77 225

  110 547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從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收取保證金融資之佣金及利息約為
5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89,000港元）。

(b)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從本公司之若干董事收取保證金融資之佣金及利息約為
11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4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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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任何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回顧及展望
財務回顧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711,9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726,100,000港
元。收益減少乃由於本集團之金融服務部份（時富金融）於期內之金融服務收入減少所致。時富金融於六個
月期內之經營溢利由去年同期76,200,000港元減少至42,400,000港元。整體而然，計入由時富金融所得之
經營溢利、其網上遊戲業務（摩力集團，控股公司為Netfield）及零售管理部份（時惠環球）之經營虧損，以
及已實現及未實現之投資虧損後，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80,300,000港元。

金融服務 ─ 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時富金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時富金融的經營溢利淨額錄得42,4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
76,200,000港元。該溢利淨額減少主要由於上半年收益減少，以及並無相若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已入賬之
出售已終止業務的收益可供確認。

時富金融於期內錄得來自其金融服務之收益198,9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253,500,000港元。收益減少
乃由於來自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的佣金收入及其融資活動所帶來之利息收入均減少所致。此結果皆因自去
年後期美國次按信貸危機惡化環境下，本年內本地及環球經濟轉趨低迷，導致投資意欲偏淡及缺乏大型首
次公開招股活動(IPO)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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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管理 ─ 時惠環球控股（「時惠環球」）

雖然實惠在回顧期內錄得12,900,000港元的經營溢利，時惠環球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仍然錄得經營虧損淨額。受惠於穩定的勞工就業市況，近期金融市場波動及經濟低迷對消費者的整體
消費能力影響仍屬溫和。於上半年期間，實惠的本期收益錄得溫和增長至363,6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309,800,000港元）。與此同時，隨著本土及外地的急劇通脹導致採購成本上升之餘，家居用品仍能維持可
觀的毛利率。營運溢利的溫和增長已反映實惠在服務、產品質量，以及營運效果的穩步提升，包含自去年
後期起持續對零售網絡進行的品牌年輕化改革措施所達致的成果。LZ生活經艷（本集團於中國經營生活品
味家居用品零售之連鎖店）在回顧期內仍然錄得營運虧損。由於仍處於微調業務型式的階段，LZ生活經艷
持續修改其採購組合及增強其位於上海的連鎖店之品牌價值。為追尋於中國市場經營零售業務之長遠發展
策略，本集團已計劃於下半年在該市開設新的分店。

網上遊戲業務 ─ 摩力集團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摩力集團錄得42,100,000港元之經營虧損淨額。該虧損淨額主
要由於回顧期內收益下跌所致。年初的重大雪災及五月於四川發生的大地震令新註冊及活躍在線玩家人
數驟減。於四川大地震全國哀悼日期間，摩力集團因侍服器暫停操作而歇業，亦因此將本年重點網上遊戲
「魔幻聖典」的商業化營運時間推遲，原定的市場推廣投資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成果。與此同時，受到業界內
嚴峻的「非法私服」問題的負面影響，摩力集團官方侍服器的營運收益深受影響。儘管上半年面臨挫折，摩
力集團仍將致力擴闊旗下遊戲品線，定期推出具備不同故事風格及設計之自行研發或經國內外遊戲發展商
授權的網上遊戲。摩力集團會繼續採取嚴厲措施，打擊私服活動，以維持業務運作的平穩。長遠而言，我
們仍深信摩力集團在未來會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貢獻。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股本總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為995,800,000港元，去年底則為1,140,200,000港元。股本的
淨額減少乃計入期內匯報的虧損淨額及於回顧期內派發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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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和銀行存款結餘為1,338,900,000港元，去年底則為1,348,200,000
港元。流動資產負債比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維持於1.2倍之穩健水平，而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1.3倍。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總額為559,4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326,000,000港元。借款的顯著增加乃由於公司賬戶之銀行存款結餘及於期終持有之投資金額增加。由於
借款增加，本集團之附息借款對比權益總額比率由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29增加至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之0.56。

銀行借款乃用於時富金融的證券客戶保證金融資業務。上述銀行借款乃以時富金融保證金客戶之證券作保
證，而該等資產為客戶存放於本集團以獲本集團提供融資。本集團獲受予之一般銀行信貸乃以98,100,000
港元之現金存款作保證。此外，根據本集團賦予一間銀行的承諾書，本集團承諾於該銀行保留不少於
15,000,000港元之存款，作為該銀行提供一項透支額度的先決條件。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物業市值約為65,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之一個銀行條款借貸及一
般銀行信貸之保證。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期終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於期終，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尚未對沖外匯風險或利息錯配。

重大收購及出售交易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本公司以6,000,000美元（相等於約46,800,000港元）之代價，發行60,000股Netfield新
股份。該有關視作出售之可須予披露交易已完成。

除披露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重大的收購或出售交易。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期終並無重大的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總值約149,100,000港元之上市及非上市投資組合，而該等投資於
期內錄得57,900,000港元之虧損。

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未來投資或資產購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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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回顧

二零零八年至今，是悲喜交集的多事之年。回顧期內，最為全城矚目期盼的盛事可算是八月份舉行的二零
零八北京奧運會。同時，金融市場動盪、通脹持續加劇，以及國內多個極具破壞力的自然災難發生，均拖
累香港的經濟發展。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香港經濟增長步伐逐漸放緩，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5.8%。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度比
較，私人消費開支更下跌1.6%。全球通脹壓力上升、國際股市、樓市調整以及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等因素，
令消費情緒備受打擊。市場欠缺方向令投資氣氛更形暗淡。恒生指數於上半年下跌21%，市值降至16.3萬
億港元。

內地方面，年初的全國雪災以及五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令中央政府的從緊貨幣政策更形複雜，並且進一步
打擊已經晦暗的股市。上述災難亦令期內多個省份出現混亂，嚴重打擊內部消費。

業務回顧

集團的多元化業務，跨越金融服務、零售、品味生活及網上遊戲等範疇，繼續為未來穩健的發展提供一個
堅實的基礎，而中國市場將是未來的增長動力。

金融服務 ─ 時富金融

儘管時富金融的佣金及保證金融資收入隨著市場轉弱而下跌，我們多元化的收入來源，為集團提供了一個
穩定的平台，以達致長期表現及未來增長。

回顧期內，時富金融旗下的財富管理及資產管理業務錄得穩健的增長。由於市場氣氛低迷，國內的企業需
要另闢集資途徑以取代銀行貸款。因此，好些國內企業已經任用我們投資銀行部之服務，以協助籌集海外
資金。

時富金融本年度的主要策略是︰以全面的產品供應及專業的顧問服務發展國內市場。期內，時富金融完成
既定國內的發展計劃：我們把上海代辦處升格為國內總部，並將之遷移至一座全新購建的商廈；我們亦把
深圳營運支援中心擴展成深圳分公司，並按計劃開設了重慶及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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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以科技領先市場的金融服務機構，時富金融期內已率先推出全球首創的「3D智能經紀」 – 憑藉實
時及人性化的系統大大提升網絡溝通。

本年三月，時富金融成功轉往聯交所主板上市，全賴其強大的財政實力、專業的管理團隊、嚴謹的財務監
管、全方位的產品供應，及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

零售管理 ─ 時惠環球

實惠

回顧期內，實惠不斷提升其營運效益，在產品組合、客戶服務、物流、店舖佈局以及櫥窗設計各方面推陳
出新，令實惠品牌煥然一新。實惠亦加強會員計劃服務，更有效地掌握顧客喜好，為顧客提供更合適的產
品組合。實惠正計劃重新推出網上購物網站，為顧客提供訂造傢俬服務。

本集團一直視人才為其寶貴資產，積極為員工提供培訓。期內，實惠正式成立實惠專業培訓學院Pricerit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PPTI)，讓僱員有系統地持續接受專業培訓。實惠冀帶領美化家居行業成為
一門備受認同的專業，從而協助從業員建立其個人事業。實惠一向致力提升客戶服務的努力，令公司及其
員工榮獲多個獎項，包括傑出推銷員獎（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亞太顧客服務協
會）、港澳優質誠信商號（廣州日報和明報）、消費者最喜愛香港名牌（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等。

實惠將其關愛精神延展至社區，繼舉辦了「築動 • 社群」（該計劃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2006/2007「傑出
伙伴合作計劃獎」）後，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推出另一項關懷社會活動 – 「愛家 • 愛
玩樂」計劃（「Play@home」）。「Play@home」旨在向家庭推廣以「遊戲治療」方法促進親子關係，藉此建立溫
馨家庭生活，從而令香港社會更形和諧。實惠除捐錢外，亦參與製作遊戲棋，為改善親子關係出一分力，
並派出義工接受訓練成為合資格「遊戲曼托大使」，支援受助家庭學習親子遊戲。

LZ生活經艷

LZ生活經艷矢志成為中國一家具領導地位的生活品味家居用品專家。為把握中國消費市場蓬勃發展帶來的
機遇，我們投放更多資源擴充內地網絡，我們在期內結束香港的零售店以配合上述策略。LZ生活經艷致力
提供優質服務。我們的前線專業人員連續三年榮獲傑出推銷員獎（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於二零零八年下
半年，LZ生活經艷將革新其品牌及店舖，以全新形象示人，提升產品設計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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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平台 ─ 摩力集團

回顧期內，摩力集團積極在國內拓展產品線，推出大型多人在線遊戲「魔幻聖典」及網頁遊戲「圖騰三國」，
均深受玩家的認同。期內我們更致力整合地方推廣網絡，把辦事處的網點集中於國內多個主要城市，以提
升推廣效率。

台灣業務方面，期內推出的「魔咒」獲得市場的熾熱迴響，連同原有「海盜王」、「驚天動地」（台譯「黑色陰
謀」）等遊戲的穩定發展，鞏固了我們在台灣的遊戲營運基礎。

海外發行業務方面，「海盜王」繼續在北美、東南亞及俄羅斯等市場受到熱烈歡迎，期內亦與另一海外營運
商簽訂授權協議，於印尼推出「海盜王」。

展望下半年，我們仍以優化營運效率、完善平台服務、提高研發能力、加強品牌推廣為發展核心，並透過
引進遊戲擴充中國大陸及台灣業務的市場份額，以不斷加強我們在網上遊戲業務的競爭能力。我們亦致力
擴充海外發行業務，把我們遊戲和營運經驗帶到更多國家及地區。

展望

展望將來，我們對中港未來的金融服務及消費市場前景，表示審慎樂觀，預期整體經濟保持平穩發展，而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經濟增長步伐將較二零零七年同期有所減緩。儘管全球經濟可能放緩，惟在內地持續發
展帶動下，相信香港所受影響將可減輕。

董事會深信憑藉集團穩健的根基，包括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強勁的資本基礎、及專業可靠的員工團隊，足
以讓我們應付眼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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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2,397名員工，其中時富金融及其附屬公司佔360名。我們員工的薪酬
乃基於其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及市場情況而制訂。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員工工資成本總額約為132,300,000
港元。

福利

本公司及其部份附屬公司向其職員提供之僱員福利包括強積金計劃、醫療保險計劃、酌情購股權、績效獎
勵花紅及銷售佣金。本公司亦向其中國僱員提供醫療及其他津貼，以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培訓

本集團已實施各種培訓政策並組織多項旨在提高其僱員之技能以及整體提高本集團之競爭力、生產力及
效率之培訓計劃，包括下列範圍之培訓，如產品知識、客戶服務、銷售技巧、供應鏈管理、團隊建設、溝
通、演說、指導、零售管理證書課程及監管機構規定之專業監管培訓計劃。本集團亦安排有關職員（為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持牌人士）參加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之必需培訓課程，以履行╱
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定之持續專業培訓。

本集團將為新僱員進行一項新職員導向培訓，使彼等能了解本集團之歷史及策略、企業文化、規則及規例
以及安全措施。該導向旨在使僱員融入本集團，董事認為此舉有助於在初期改進新僱員之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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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或根
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資料，本公司之董事
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
淡倉如下：

A. 本公司

(a) 普通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姓名 身份 個人 其他權益 持股量
    (%)

關百豪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 62,808,512* 34.80
林哲鉅 實益擁有人 5,230,000 – 2.90
羅炳華 實益擁有人 6,784,060 – 3.76

  12,014,060 62,808,512 41.46

* 該等股份由Cash Guardian Limited（「Cash Guardian」）持有。由於關百豪先生於Cash Guardian
持有下文「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之權益，因而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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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股份之好倉 - 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每股  一月一日 六月六日 六月三十日 與已發行股份
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附註 尚未行使 經調整 尚未行使 之比率
   （附註（2））   （附註（2））
   （港元）     (%)

關百豪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1) 4,000,000 (3,200,000) 800,000 0.44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1) 2,500,000 (2,000,000) 500,000 0.28
林哲鉅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4,000,000 (3,200,000) 800,000 0.44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2,500,000 (2,000,000) 500,000 0.28
羅炳華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4,000,000 (3,200,000) 800,000 0.44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2,500,000 (2,000,000) 500,000 0.28
王健翼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4,000,000 (3,200,000) 800,000 0.44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2,500,000 (2,000,000) 500,000 0.28

     26,000,000 (20,800,000) 5,200,000 2.88

附註：

(1) 關百豪先生亦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2) 由於本公司之股份合併將每5股現有股份合併為1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數
目及行使價已獲調整，由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下午四時正起生效。每股行使價已由0.323港元獲調
整至1.615港元，及由0.490港元獲調整至2.450港元。

(3) 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該等購股權。

(4) 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及購股權失效、獲行使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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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i) 時富金融

普通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姓名 身份 個人 其他權益 持股量
    (%)

關百豪 實益擁有人及 1,988,000 205,748,799* 50.30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林哲鉅 實益擁有人 3,942,400 – 0.96
羅炳華 實益擁有人 6,513,920 – 1.58
王健翼 實益擁有人 4,440,800 – 1.08

  16,885,120 205,748,799 53.92

* 該等股份分別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持有194,439,039股及由
Cash Guardian持有11,309,760股。由於關百豪先生透過Cash Guardian於本公司持有下文「主要
股東」一節所披露之權益，因而被視為擁有所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ii) Netfield

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經修訂），林哲鉅先生（執行董事）獲授予
購股權，可以現金代價12,000,000港元向本集團收購於Netfield（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之有關數
目股份（佔Netfield已發行股本之10%）。林先生可於Netfield或其控股公司之證券在任何認可
證券交易所於緊接上市前及後十二個月期間內行使全部或部份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或根據標準守則須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註冊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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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予參與者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
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每股  一月一日 六月六日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附註 尚未行使 經調整 尚未行使
  （附註（2））   （附註（2））
  （港元）

董事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1) 16,000,000 (12,800,000) 3,200,000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1) 10,000,000 (8,000,000) 2,000,000

    26,000,000 (20,800,000) 5,200,000

僱員
13/11/2006 13/11/2006 – 12/11/2008 1.615  4,000,000 (3,200,000) 800,000
30/5/2007 30/5/2007 – 31/5/2009 2.400  7,700,000 (6,160,000) 1,540,000
6/6/2007 6/6/2007 – 31/5/2009 2.450  32,300,000 (25,840,000) 6,460,000

    44,000,000 (35,200,000) 8,800,000

    70,000,000 (56,000,000) 14,000,000

附註：

(1) 授予董事之購股權之詳情載於「董事之證券權益」一節內。

(2) 由於本公司之股份合併將每5股現有股份合併為1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數目及行使價已
獲調整，由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下午四時正起生效。每股行使價已分別由0.323港元、0.480港元及0.490港元，獲
調整至1.615港元、2.400港元及2.450港元。

(3) 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及購股權失效、獲行使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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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時富金融之購股權計劃授予參與者可持有時富金融之股
份之詳情如下：

時富金融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每股  一月一日   五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經調整 尚未行使
  （附註（1）） 附註  （附註（2）） （附註（4）） （附註（1））
  （港元）

董事
–    – – – – –

僱員
7/7/2006 7/7/2006 - 31/7/2010 1.31 (3) 5,424,341 (1,000,000) (1,582,100) (2,274,241) 568,000

    5,424,341 (1,000,000) (1,582,100) (2,274,241) 568,000

附註：

(1) 由於時富金融之股份合併將每5股現有股份合併為1股，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數目及行使價
已獲調整，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下午四時正起生效。每股行使價已由0.262港元獲調整至1.31港元。

(2)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時富金融之1,000,000股購股權以行使價每股0.262港元獲行使。時富金融之股份於緊
接行使日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股0.67港元。

(3) 該等購股權行使期分四階段：(i)25%由行使期開始時即可行使；(ii)25%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十二個月後方可行使；
(iii)25%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二十四個月後方可行使；及(iv)25%由行使期開始起計滿三十六個月後方可行使。

(4) 購股權失效之原因為期滿或參與者不再受僱於本集團。

(5) 期內並無授出購股權及購股權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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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
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量
   (%)

Jeffnet Inc（附註） 全權信託之信託人 62,808,512 34.80

Cash Guardian（附註）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2,808,512 34.80

附註： 該等股份指由Cash Guardian（Jeffnet Inc實益持有其100%權益）持有之同一批股份。Jeffnet Inc以The Jeffnet Unit 
Trust之信託人之名義持有該等股份，其單位乃由一全權信託持有，受益人為關百豪先生之家屬成員。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關百豪先生及Jeffnet Inc被視為擁有Cash Guardian所持全部股份之權益。以上權益已於上文「董事之
證券權益」一節關百豪先生之其他權益中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而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概無其他人士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或淡倉之權益。

公司管治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會計期間，本公司已嚴謹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於回顧期內，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偏離企業管治守
則的行為。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
事均確認已於回顧期內遵守所規定之交易守則。

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但已由本公司
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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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
市證券。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關百豪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關百豪先生 梁家駒先生
林哲鉅先生 黃作仁先生
羅炳華先生 陳克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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