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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間」），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虧損約8,100,000港元，

而去年度同期間之虧損則約為 3,900,000港元。本集團之營業額輕微下降 0.8%至約

118,600,000港元。而去年度同期間之營業額則為119,6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虧損有所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內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加上關閉兩間

經營環境困難之元綠壽司店所致。

元綠壽司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該壽司吧連鎖餐廳共有十八間分店，本期間錄得營業虧損

3,1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營業溢利1,200,000港元。業績有所下降，主要由於業務經

營充滿挑戰而關閉兩間餐廳，加上爆發SARS期間消費者信心薄弱所致。

水車屋日本料理

由於爆發SARS，該餐廳之營業額下跌28%。為求減輕所受之不利影響，該餐廳於本期間內以

優惠價格推出多款精選午餐、晚餐及自助餐。

欣葉台灣料理

本期間內，管理層投放大量時間及資源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並繼續推出各款新菜色及增

設外賣服務，以吸引更多顧客。

毓民私房牛肉麵

為求克服充滿挑戰之營商環境，以及滿足客戶日新月異之口味及餐廳業務經營之需求，本

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在九龍城開設新式麵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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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出版

本集團已擴充業務範圍，將其經營餐廳之業務分散至漫畫出版業務。為擴闊收入基礎，本集

團藉著充分發揮部份董事之經驗及專業知識，推出了全新漫畫周刊「四大名捕」。該漫畫雙

周刊自二零零三年三月推出後備受市場歡迎，平均發行量約達每期17,000本。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及股東虧絀分別約為 107,800,000港元及

30,200,000港元，分別以118,600,000港元之流動負債、8,600,000港元之非流動負債撥支。

自本期間結束以來，董事會（「董事」）一直在採取積極措施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誠

如第16頁附註16(a)所闡述，本集團向一位獨立第三方配售61,500,000股新股，收取所得款

項淨額約18,300,000港元。誠如第16頁附註16(b)所闡述，本集團出售元綠壽司業務，使本

集團目前之外界借貸減少約81,700,000港元。繼該等結算日後事項之後，董事認為本集團

將有能力全數償還於可見未來到期之債務。此外，誠如第16頁附註16(c)所闡述，目前本集

團已建議進行供股，該項供股將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45,000,000港元。

本集團面對有限度之匯率波動風險，其貸款、銀行結存及現金全部以港元計算。

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結束後，本公司以配售方式發行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新股61,500,000股，每股作

價0.31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8,3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結束後，本公司建議按每持有三股現有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

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4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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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627名長期僱員及211名兼職僱員。本期間內之員工

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8,000,000港元。所有長期僱員均按照薪酬政策支取固定月薪

另加酌情發放之花紅。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自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以來並無任何變

動。自採納上述購股權計劃以來，本公司已向若干董事及顧問授出合共9,600,000份購股權。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名下若干項總值29,600,000港元之資產（包括

1,000,000港元之現金、市值300,000港元之設備及市值28,300,000港元之物業）作為其獲

授予一般銀行及信貸融資額之抵押。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有關第19項應用指引之披露

由於錄得負債淨額及基於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項及非貿易應收賬項構成第19項應用指引

所指之本集團有關墊款，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實體之結欠未償還應收賬項、上述

日期結束以後新實體之結欠未償還應收賬項之任何款額，以及有關款額其後之一切增加技

術上須根據第19項應用指引第3.2.1、3.2.2及3.8段須予披露。

誠如第16頁附註16(b)所闡述，自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售元錄壽司業務後，本集

團之備考資產淨值狀況已恢復至約18,600,000港元之正值水平。之後，本公司概無產生任

何根據上市協議第2(1)段（經第19項應用指引補充）之一般披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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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貿易應收賬項及非貿易應收賬項之詳情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金額 本金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項

來自信用咭公司之應收賬項 i 455 276

來自出版分銷商之應收賬項 ii 993 300

來自其他客戶之應收賬項 iii 776 407

來自本集團董事及其他高級

管理層員工之應收賬項 iv 4 42

小計： 2,228 1,025

非貿易應收賬項

存於業主之按金 v 10,690 11,603

存於公用事務公司之按金 vi 2,179 2,285

應收保險公司款項 vii 250 761

存於供應商之按金及預付款項 viii － 304

雜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ix 2,681 1,591

小計： 15,800 16,544

總計： 18,028 1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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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於日常餐飲業務範圍內接納信用咭付款。該等應收賬項乃應收7間（二零零三年三月：6間）
全屬獨立第三方之信用咭公司之款項。

ii. 該等應收賬項乃就本集團漫畫出版業務而應收4間（二零零三年三月：4間）全屬獨立第三方之出
版分銷商之款項。

iii. 該等應收賬項乃應收16名（二零零三年三月：19名）客戶之款項，源自本集團以流水賬基準向該
等客戶大量銷售調製食品，該等客戶全屬獨立第三方。

iv. 本集團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員工可以按月結清彼等在本集團餐廳分店用膳之賬項。上文所示之

應收賬項為於上列日期之欠款總額，月底之欠款須於下一個月結清。

v. 該等應收賬款乃應收30名（二零零三年三月：31名）業主之款項，屬本集團租用旗下分店鋪位之
按金。只要本集團符合租約條款，有關按金可於有關租約訂明之時限內退回予本集團。該等業主

全屬獨立第三方。

vi. 該等應收賬款乃應收5間（二零零三年三月：5間）公用事務公司及一間屋苑管理公司之款項，分別
屬公用事項按金及管理費按金。該等公司全屬獨立第三方。

vii. 該等應收賬項乃應收3間（二零零三年三月：3間）保險公司之款項，屬於索賠款項及預付保費。該
等保險公司同屬獨立第三方。

viii.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範圍內以流水賬基準向供應商採購餐飲業務所需物料。就此而言，本集團向供

應商預支款項並於不同供應商之賬戶內記有若干結餘。上文所示之應收賬項為本集團作出之預

付款項總額。所有供應商同屬獨立第三方。

ix. 該等應收賬項為應收雜項債務人之款項，屬按金及預付款項。所有雜項債務人為獨立第三方。

x. 上列所有應收賬項均為免息、無抵押及（不包括附註 iv及v所述有關應收本集團之董事及高級管理
層員工之款項及應收本集團業主之款項）無固定還款期。本集團概無就上述任何應收賬項作出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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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公司之控制權於二零零二年七月改變後，董事會之組成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有所更改，並

自當時起對本集團之營運進行詳細檢討。董事將繼續致力實施嚴格成本控制措施之餘，同

時亦竭力在食物種類、店舖之設計及地點等方面改善產品質素及服務標準，以迎合顧客之

品味及需要，從而提高競爭力。

由於香港之餐廳業務經營競爭激烈，加上與本港之經濟環境息息相關，董事決定本集團應

開拓香港及中國之新業務及投資機會，從而提高本集團之股東價值。開拓新業務之首個步

驟乃藉著充分發揮部份董事之經驗及專業知識，開展漫畫出版業務。事實證明，此項全新之

創業計劃乃符合本集團之利益，而面對國內之龐大發展商機，董事將加強推行此項新業務。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董事非常關注負債淨額之狀

況。本集團已制訂一項資產淨值恢復計劃，當中包括若干措施。首先，本集團將出售或關閉

本集團錄得虧損且難以在可見將來轉虧為盈之業務，並將發掘資本市場之集資之時機，以

改善本公司之資本基礎，以及於現有餐廳業務經營、漫畫出版業務及其他可行創業計劃中

物色更多大有可為之商機。

為求實施資產淨值恢復計劃，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配售61,500,000股新股份，所籌

集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8,300,000港元。本集團已成功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底出售元綠壽

司業務。其後，本集團宣佈建議以每持有三股現有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為基準進行供股。

假設供股將按計劃完成，本集團將於屆時擁有更龐大之財務資源，藉以於香港及中國發展

及擴充其現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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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根據 貴公司之指示審閱第9至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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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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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業績申報」及有關規定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告乃董事之
責任，並已獲彼等審批。

吾等之責任是按照雙方同意之委聘條款，根據審閱工作之結果，對該等中期財務報告作出

獨立意見，並只向董事會（作為一個團體）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吾等並不為此報告之內

容而對其他任何人士產生職責或接受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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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進行。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性程序對中期報告作出分析，

並據此評估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一致及連貫地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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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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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吾等並未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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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8,629 119,584

銷售貨品之成本 (37,830) (35,382)

直接經營費用 (70,575) (74,366)

10,224 9,836

其他收益 832 1,0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4,070) (2,712)

行政費用 (10,740) (10,585)

租約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36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504) (2)

營業虧損 (5,258) (2,070)

融資成本 (1,210) (1,839)

除稅前虧損 (6,468) (3,909)

所得稅 5 (348)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6,816) (3,909)

少數股東權益 (1,260) －

本期間虧損淨額 (8,076) (3,909)

（重新編列）

每股虧損－基本 6 (2.3)仙 (1.1)仙



玉皇朝飲食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中期報告

1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80,629 81,679
無形資產 8 283 200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 －

80,912 81,879

流動資產
存貨 5,271 5,450
應收貿易賬項 9 2,228 1,025
其他應收賬項 247 307
按金及預繳款項 15,553 16,2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24 3,319
銀行結存及現金 2,579 1,538

26,902 27,87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0 16,149 10,38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5,916 13,488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11 13 100
應付稅項 388 40
融資租約債務－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73 71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2 6,640 46,015
其他貸款 13 72,400 37,000
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4 7,000 5,000

118,579 112,094

流動負債淨額 (91,677) (84,2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65) (2,3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14 714
股份溢價 176,480 176,480
特別儲備 (36,810) (36,810)
累計虧損 (170,605) (162,529)

(30,221) (22,145)

少數股東權益 10,900 9,18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54 191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8,402 10,431

8,556 10,622

(10,765)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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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595 167,079 (36,810) (138,182) (7,318)

發行股份 119 9,401 － － 9,520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3,909) (3,909)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714 176,480 (36,810) (142,091) (1,707)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20,438) (20,438)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14 176,480 (36,810) (162,529) (22,145)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8,076) (8,076)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714 176,480 (36,810) (170,605) (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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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1,453 2,774

投資之現金流出淨額 (5,619) (3,942)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貸款 (41,404) －

新增銀行貸款 － 34,407

其他新增貸款 35,400 37,000

償還一名前股東提供之貸款 － (73,131)

其他 4,282 10,48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722) 8,76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值 4,112 7,596

本期間開始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64) (5,417)

本期間終結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2) 2,17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2,579 2,186

銀行透支 (2,631) (7)

(52)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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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賬目之基準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內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業績申報」而編製。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董事已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

91,677,000港元，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之流動資金。自本期間結束以來，董事一直在採取積極措

施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誠如附註16(a)所闡述，本集團向一位獨立投資者配售61,500,000

股新股，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18,300,000港元。誠如附註16(b)所闡述，出售事項使本集團目前之

外界借貸減少約81,700,000港元。

繼該等結算日後事項之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能力全數償還於可見將來到期之債務。因此，中

期財務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此外，誠如附註 16(c)所闡述，本公司現已建議進行供股，該項供股將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45,000,000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就若干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除下文披露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財

務報告所採用者符合一致。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首度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所得稅」（「準

則第12條（經修訂）」）。實施準則第12條（經修訂）之主要影響與遞延稅項有關。採納該準則對現

在或前期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不需作前期調整。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餐廳業務。

本集團所有經營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及其所有營業額及經營虧損均源自於香港。

4. 折舊及攤銷

於本期間內，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約7,36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055,000港元）及攤銷無形

資產約1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零港元）乃計作行政費用，並分別於收入報表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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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議將香港利得稅之稅率增加至17.5%，自二零零三／

二零零四評估年度開始生效，該建議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獲立法會批准。本集團於編製二

零零三年度中期財務報告時已計及已增加之稅率。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該期間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中期財

務報告中撥出香港利得稅準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淨額約8,07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909,000港元）與本期間

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57,122,600股（二零零二年：354,846,645股）計算。前期之每股虧損

經已基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進行之將1股股份分拆為5股股份之股份分拆作出調整。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購入成本值約7,823,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

8. 無形資產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購買市值100,000港元之無形資產。無形資產指經營餐廳時使用獨立第三方

黃毓民先生之姓名之獨家權利。該成本將分三年攤銷。

9.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並無就以信用卡作出之銷售制訂信貸政策。本集團就漫畫出版業務給予30至60天不等之

信貸期。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1,362 908

三十一至六十天 577 117

六十一至九十天 175 －

超過九十天 114 －

2,228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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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於申報日期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7,398 5,023

三十一至六十天 8,329 4,640

六十一至九十天 235 717

超過九十天 187 －

16,149 10,380

11.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關連公司為被視作本公司主要股東黃振隆先生（「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12. 銀行借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償還銀行貸款約41,404,000港元。

13. 其他借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自一獨立第三者新籌措一筆為數35,000,000港元之貸款。該筆貸款乃有抵押，

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厘計息，須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償還。該筆款項已用作提供本集

團之營運資金。該等貸款已於附註16(b)所披露之全資附屬公司出售事項中一併出售。

14. 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關連公司為被視作本公司主要股東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

該筆貸款由黃先生提供擔保，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5厘計息，須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償還。該筆貸款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七日悉數償還。

15. 遞延稅項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可用於抵銷未來應課稅溢利之未運用稅務虧損192,60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76,200,000港元）。由於無法預計未來溢利，故並無就該等稅項

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該等稅務虧損可無限期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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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一獨立投資者訂立一份認購協議，據此綦建虹先生

認購本公司61,500,000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新股份，每股作價0.31港元。該等新股份與

現有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8,300,000港元，用作提供本集團

之一般營運資金。

(b)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Precise Acme Limited （「Precise

Acme」）與由楊受成先生（「楊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Speedy Champion Investments

Limited訂立一份有條件買賣協議，據此，Precise Acme同意藉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Global

Mission Holdings Limited（「Global Mission」）之一股已發行股份，以代價2港元出售所有元

綠壽司業務，連同Global Mission於完成日期所欠付Precise Acme或招致Precise Acme承擔

之所有承擔、負債及債務。楊先生為本公司之前視為主要股東，自二零零二年七月起不再持

有本公司股權。出售事項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成。出售事項所得之收益約為

22,600,000港元。於完成日期，Global Mission及其附屬公司有外部負債淨額約22,600,000

港元，其中約81,700,000港元為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外界借貸。於本期間，Global Mission貢

獻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營業額約為107,147,000港元，而Global Mission除稅前及除稅後之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虧損均約為5,300,000港元。出售事項完成後及經計及上文(a)所披露之

認購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後，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狀況已恢復至約18,600,000港元之正數水

平。

(c)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建議以每持有三股現有股份獲配一股供股股份為基準進

行供股。供股將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45,000,000港元，將撥作一般營運資金、用於償還負債

及供本集團日後伺機開拓合適新業務時使用。

17. 關連人士之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a) 期內，黃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公司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墊款合共2,000,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無）。該筆貸款由黃先生擔保，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5厘計息，並須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十六日償還。於本期間，已就該筆墊款撥備應計利息約157,000港元。

(b) 期內，合共償還為數74,349,000港元予本公司之前主要股東 Forever Rich Profits Limited

（「Forever Rich」）。該筆貸款乃無抵押，以最優惠貸款利率加年息1厘計息，及並無固定之

還款期。於上一期間，已就Forever Rich之該筆墊款撥備應計利息約1,0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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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亦與一名被視為前主要股東之人士擁有實益權益之多間公司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 止期間

訂約公司 交易性質 年期 涉及之金額 涉及之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華凱（香港）有限公司 採購食品 不適用 － 201

（附註1及3）

Emperor Investment 已付管理費 不適用 － 130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2及3）

附註：

1. 華凱（香港）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英皇科技資訊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楊

先生被視為後者之主要股東。

2. Emper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為上市公司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之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楊先生被視為後者之主要股東。

3. 楊先生自Forever Rich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完成出售股份予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後，已不再視作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d) 於上一期間，一間聯營公司之欠款合共1,217,000港元乃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未來十二個

月內償還。於本期間內，該聯營公司已撤銷註冊，而該聯營公司之欠款1,217,000港元已予

以撇銷。該聯營公司撤銷註冊後，本集團並無其他與該聯營公司有關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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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股份權益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之名冊顯示，或根

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

及其聯繫公司之股本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陳港生博士 由信託持有 27,449,500 7.68%

－本公司之股份 （附註1）

張定球先生 由信託持有 2,875,000 0.81%

－本公司之股份 （附註2）

唐啟立先生 實益持有人 5 不適用

－聯繫公司之股份 （附註3）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Pariain Enterprises Corp.實益擁有，該公司由陳港生博士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2) 該等股份由Giant Profit Investments Inc.實益擁有，該公司由張定球先生之全權信託所控制。

(3) 唐啟立先生為Super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Super Empire」）五股股份之註冊股東，佔Super
Empire之5%股本。Super Empire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聯繫公司。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之任何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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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及於本期間之變動：

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仍未行使
港元

唐啟立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黃振強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溫紹倫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2,0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高志強先生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0.27 1,200,000
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7,200,000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顯
示，除上文所披露若干董事之權益外，以下股東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
有相關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Super Empire 232,381,325 65.07%
黃振隆先生 232,381,325 65.07%

該等股份乃以Super Empire之名義登記及由其實益擁有，Super Empire是一間由黃振隆先
生控制之公司。因此，黃振隆先生被視為擁有Super Empire所持有之232,381,325股股份之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之權益或短倉外，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主要股東名
冊顯示，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須予披露之
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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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階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申

報事宜，包括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公司管治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之任何時間並無遵守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最佳應用守

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港生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