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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pefluent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3）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021,898 791,082
其他收入 10,342 1,933
銷售開支 (687,191) (520,486)
行政開支 (194,325) (153,91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2,804) (1,491)
融資成本 4 (22,461) (1,642)

  

除稅前溢利 125,459 115,484
所得稅開支 5 (35,185) (32,948)

  

期內溢利 6 90,274 82,536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89,314 82,23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960 300

  

90,274 82,536
  

股息 7 12,159 16,378
  

每股盈利 8
 — 基本 18.66港仙 17.93港仙

  

 — 攤薄 18.66港仙 17.9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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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90,274 82,53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9,521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9,795 82,53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98,558 82,23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37 300
  

99,795 8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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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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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35,847 35,582
物業、機器及設備 249,946 271,846
商譽 15,858 15,858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 134,871 137,675

  

436,522 460,96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751,746 696,40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費用 246,650 56,484
持作買賣投資 5,976 5,584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4,7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3,896 584,740

  

1,458,268 1,368,001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372 130,460
稅項負債 92,966 85,449
銀行借貸 72,799 93,243

  

261,137 309,152
  

流動資產淨值 1,197,131 1,058,8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3,653 1,519,8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785 4,785
股份溢價及儲備 1,374,009 1,275,4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78,794 1,280,23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204 17,967

  

權益總額 1,397,998 1,298,203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206,959 192,951
遞延稅項負債 28,696 28,656

  

235,655 221,607
  

1,633,653 1,5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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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按情況適用），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
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
 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權益之
 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離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處理綜合財
務報表的部份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賬目 — 特殊目的實體」。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更改控制權之定義，致使投資者於下列情況下擁有對被投資公司的
控制權：(a)對被投資公司擁有權力，(b)於來自參與被投資公司業務的可變回報上承受風
險或擁有權利，及 (c)擁有行使其權力以影響其回報的能力。該三項標準須同時滿足，投
資者方擁有對被投資公司的控制權。控制權先前被定義為有權力掌管實體之財務及營運
政策，從而自其業務獲得利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加入額外指引，以解釋投資
者何時對被投資公司擁有控制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載有若干與本集團相關指引，
以處理擁有被投資公司之投票權不足50%之投資者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而在一項相關
詮釋（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 — 合營方提供之非貨幣出資」）
中包含之指引已納入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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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訂明由兩個或以上人士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僅分為兩類：合營業務及合營企業。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對合營安排的分類乃考慮該等安排之結構、法律形式、訂立安排各方同意之合約
條款及（如相關）其他相關事實及情況後，基於訂約各方於合營安排之權利及責任而釐定。
合營業務為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即合營業務方）對該安排的資產享有權利並對
負債承擔責任的一類合營安排。合營企業為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即合營企業方）
對該安排的資產淨值享有權利的一類合營安排。過去，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有三種合營
安排 — 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業務及共同控制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對合營
安排之分類主要基於該安排之法定形式（例如透過一獨立實體確立之合營安排分類為共
同控制實體）而釐定。

合營企業及合營業務之初始及其後會計處理方法並不相同。於合營企業之投資乃採用權
益法（不再容許採用比例合併法）入賬。於合營業務之投資乃按照各合營業務方確認其資
產（包括應佔共同持有之任何資產）、其負債（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負債）、其收益（包
括應佔來自合營業務銷售所產生之收益）及其開支（包括應佔共同產生之任何開支）而入賬。
各合營業務方根據適用準則就其於合營業務之權益所佔之資產及負債（及相關收入及開支）
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披露準則及適用於所有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
或未被合併之結構實體持有權益之實體。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披露要
求比現行標準之要求更為詳盡。

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報告的金額產生重大影響，但可能會導致
須在年報所載之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更詳細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
有關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單一指引，並取代以往在不同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中訂明的要求。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應修訂，要求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作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
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少數例外情況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公平值」之新定義，將公平值界定為在現時市況於計量日
期在一個主要（或最有利的）市場按有秩序交易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
將支付的價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界定之公平值為平倉價格而不論該價格是否
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方法估計。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括廣泛披露
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預先應用新公平值計量及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的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的修訂，「全面收益表」改稱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改稱為「損益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於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續的報表中呈列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作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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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披露，致使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可劃分為兩類：(a)日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及 (b)日後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涉及的所得
稅須按同一基準予以分配 — 修訂並不改變以除稅前或扣稅後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
選擇。修訂已予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已予修改以反映該等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作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的部分）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作為二零零
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的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修
訂闡明，僅當定期呈報給主要經營決策者之金額及於該呈報分部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時，某一特定呈報分部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始須於中期財務報表中單獨
披露。

除上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資料集中在
所提供服務之類型。

本集團分為三個業務部門，包括一手物業代理服務、二手物業代理服務及物業管理服務，
即本集團的三個經營分部。一手物業代理為向物業發展商提供一手物業服務。二手物業
代理為向個人或公司提供物業服務。物業管理為向業主提供樓宇管理服務。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599,223 333,077 89,598 1,021,898
    

分部溢利 126,741 19,890 3,521 150,152
   

其他收入 10,342
中央行政成本 (9,77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2,804)
融資成本 (22,461)

 

除稅前溢利 12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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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496,473 231,083 63,526 791,082
    

分部溢利╱（虧損） 127,379 (3,031) 1,223 125,571
   

其他收入 1,933

中央行政成本 (8,887)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491)

融資成本 (1,642)
 

除稅前溢利 115,484
 

分部溢利╱虧損即各分部所產生溢利╱虧損，惟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應
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其他收入及融資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之
執行董事匯報之計量。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2,545 1,642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 19,916 –
  

22,461 1,642
  

5. 所得稅開支

兩段期間之稅項支出為該等期間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法例及規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
率25%計算撥備。

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須根據視作溢利基準就本期間所產生營業額按2.5%至7.25%（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至5%）之預定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預定稅率
由各中國附屬公司與當地相關政府稅務局協議釐定，須每年檢討及更新。

由於本集團於兩段期間在香港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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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之計算已扣除（計入）：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1,608 29,033
應收賬款之減值 2,529 2,967
銀行利息收入 (1,076) (687)
物業租金收入淨額，扣除小額開支 (1,583) (1,585)

  

7. 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股息每股2.5港仙。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股東。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89,314,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82,23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478,518,865股（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58,530,578股）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
股盈利增加，故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該等票據獲兌換。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份平均市價，
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
獲行使。

9.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信貸期介乎60日至150日。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
撥備後根據發票日期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零至60 日 363,293 547,607
61 日至90 日 114,268 92,800
91 日至120 日 96,420 41,397
121 日至150 日 92,803 8,567
150日以上 84,962 6,038

•

 

751,746 69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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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一番新景象。中央政府自年初推出「新
國五條」政策後，各地方政府根據政策大方向制定房地產調控細則，推行限價、
限購及稅收等措施穩定樓市、調整樓價，以及遏止過量樓市投資和投機活動，
藉以為整個市場提供合理的住房數量和售價，讓有真正住房需要的市民能擁
有理想的安樂窩。隨著市場開始逐漸消化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及各項細則，
全國樓市亦進入平穩期，物業成交量亦逐步上升。合富輝煌抓緊增長機遇，
配合其策略性的業務發展計劃、鮮明的品牌形象及出色的專業服務，再一次
取得出色的銷售成績，表現令人滿意。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021,900,000港元，
較 去 年 同 期 的791,100,000港 元 上 升29.2%。股 東 應 佔 溢 利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82,200,000港元增加8.6%至89,3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8.66港仙（二零一二年：
17.93港仙）。

本集團一手及二手物業代理業務的營業額分別為599,200,000港元及333,100,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59%及33%。餘下8%或89,600,000港元之營業額則來
自物業管理等其他業務。若按地區劃分，廣州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1%，
非廣州業務則佔約49%。

一手物業代理服務

回顧期內，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銳意為熾熱的樓市降溫，
致成交量有所放緩。各大發展商一方面為保銷情，另一方面配合政策的執行，
在銷售樓盤時只與買家簽訂認購書，而暫緩訂定正式買賣合約。加上，國內
銀行收緊對物業的按揭貸款、而且政府辦理物業註冊緩慢，造成連鎖效應，
拖延了本集團收取物業發展商的代理服務佣金的期數。然而，受惠於穩定的
市況及首次置業人士的剛性需求，本集團於期內的一手物業代理業務無論在
項目數量、成交量，以至市佔率方面均有所提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合共促成約62,500宗一手物業
交易，總銷售樓面面積約620萬平方米，總成交金額約為670億港元，較去年同
期約520億港元的銷售總額上升約29%。至於本集團所獲得的獨家代理項目約
550個，其中521個項目於期內已為本集團帶來營業額貢獻，而去年同期則為
435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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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除致力鞏固其於廣州及其他一線城市的業務發展外，近年來亦積極於
佛山、東莞、合肥、濟南及鄭州等二、三線城市拓展業務，並藉著其龐大的業
務網絡成功滲透具發展潛力的三、四線城市如中山、珠海、韶關、淮南、湘潭、
信陽、南昌及丹陽等，雖然分公司只有二十多個，但至今全國業務覆蓋超過
100個城市，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市佔率。若按地區劃分，廣州業務在回顧期
內佔本集團一手業務總營業額約35%，非廣州地區則佔約65%。

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與各大發展商通力合作，於回顧期內成功推出多個新
樓盤項目，包括新鴻基、富力及合景泰富聯合開發的天鑾、凱旋新世界、星河
灣海怡半島、僑鑫匯悅台、花都保利花城、中信山語湖、合肥恒大城、萬科金
域華府、雅居樂劍橋郡及天津中鐵國際城，銷情理想。這不僅提升本集團的
市場競爭力，同時反映出各大發展商對本集團的銷售能力及專業服務的信賴
和認同。

二手物業代理及物業按揭轉介服務

鑒於2013年初政府頒布的新的調控措施，間接地刺激了二手物業的成交，本
集團抓住機會，令收益得到提升，加上集團各業務板塊的客戶資源得以綜合
使用，也帶動了二手業務，擴展了收入來源，從而為集團增加了佣金收入。回
顧期內，本集團二手物業代理業務的表現較去年同期表現增長良好。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合共促成約20,600宗二手物業交易（二零一二年：
17,600宗），營業額約333,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31,1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44%。本集團將密切留意市場發展，穩健而務實地拓展二手物業代理業
務，現時分店總數約320間。

本集團目前除提供物業代理服務外，亦為客戶提供各項房地產相關的增值服務，
例如物業按揭及借貸轉介、物業評估及物業拍賣等，該等業務不但為本集團
帶來額外的收入，同時鞏固了本集團的品牌形象。憑藉強大的客戶網絡，現
時本集團的物業按揭及借貸轉介業務已開始全面的發展，為客戶提供完善的
物業按揭的專業意見及擔保按揭借貸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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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服務

物業管理業務方面，回顧期內，本集團分別於廣州、上海、天津及武漢為約
120個住宅、寫字樓及商場項目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涉及單位逾150,000個，面
積超過20,000,000平方米。有關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業務收入及龐大的客
戶資源，有助支持本集團日後的發展。

前景

展望下半年，本集團相信中國房地產市場將更趨穩定。剛於二零一三年七月
舉行的中央經濟會議中，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堅持繼續推行已訂定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以穩定樓價及平衡市場的供求。
縱然如此，本集團未來的經營環境仍充滿挑戰。面對瞬息萬變的中國房地產
市場，合富輝煌將繼續以謹慎而務實的業務方針，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的一
手及二手物業代理和顧問服務，抓緊市場上每一個商機，務求令業務發展穩
步上揚。

由於市場對住房的剛性需求依然存在並逐步釋放出來，各大發展商將集中於
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適時推出新樓盤，整體住房供應逐漸增加，配合處於合理
水準的樓價，屆時各新樓盤項目的成交量也應上升，預期房地產市場將更暢旺，
相信本集團定能從中受惠。目前，本集團已與一眾知名發展商如萬科、恒大、
保利、金地、中信、僑鑫、招商、華潤、富力、雅居樂、合景泰富、星河灣、新鴻
基及新世界中國等建立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與此同時，本集團將致力爭取
更多樓盤的代理業務，提升更廣泛的市場佔有率。

憑藉合富輝煌卓越的品牌及服務、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豐富經驗以及策略性
的業務網絡佈局，本集團有信心為股東帶來理想的回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會計、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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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為453,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9,5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
（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5.58（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3）。
借貸總額約為291,200,000港元，為有抵押銀行借貸及可換股票據（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1,60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除
資產總值計算）約為15.37%（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4%）。本集團之
有抵押銀行借貸及可換股票據分別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218,400,000港元之
可轉換債券，息率為5.39%，於二零一五年到期。於期內，並無可轉換債券獲兌
換為股份。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值約88,6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以及租
賃土地及樓宇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本集團銀行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均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故此，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
外匯波動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3,90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8名僱員
駐香港，其餘僱員則駐中國。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乃按個別員工之職責、資歷、
表現及年資作準則而釐定。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2.5港仙（「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預
期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寄發股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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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
為符合資格領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
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除下列偏離守則條文A.2.1及F.1.1之情況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規定。

主席及行政總裁

扶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本公司共同創辦人。扶先生具備豐富業界經驗，該等
經驗對本公司整體發展極具價值及裨益。

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因此本公司日常運作及管理均由執行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但由資深人士組成之董事
會不時舉行會議，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之事宜，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

公司秘書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執業律師勞恒晃先生為其公司秘書，而公司秘書可聯絡之
人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盧一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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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詢
有關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彼
等均確認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扶偉聰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扶偉聰先生、吳芸女士、扶敏女士及盧一
峰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景沛先生、伍強先生及王羅桂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