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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份：中期業績

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本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I.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及營業額 3 13,293 49,517
銷售成本 (8,342) (43,762)

毛利 4,951 5,755
其他收入 2,898 1,816
出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溢利 441 –
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賬中

處理之財務資產虧損 (32) (11)
處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溢利 – 4,218
出售聯營公司溢利 142,313 –
行政開支 (19,971) (13,290)
融資成本 (22)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 6,897

除利得稅前溢利 4 130,578 5,385
利得稅支出 5 –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0,578 5,38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7
－基本 43.87港仙 2.71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第7頁至第1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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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537 2,876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9 23,259 15,771
應收貸款 10 163 225

25,959 18,872-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

存貨 8,737 9,658
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賬中

處理之財務資產 93 125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6,626 13,068
應收貸款之即期部分 10 4,089 5,187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2,6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302,961 72,413

322,506 103,11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96,082

322,506 199,200

流動負債

營業應付賬款 13 2,500 5,99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0,328 4,680
融資租約承擔 174 79

13,002 10,751

流動資產淨額 309,504 188,449- - - - - - - - - - - - - - - - - -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5,463 207,32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347 338

資產淨額 335,116 20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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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股本 14 59,534 59,534
儲備 275,582 147,449

股本總額 335,116 206,983

第7頁至第1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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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可供出售之

財務資產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59,534 147,930 146,189 (40) (146,630) 206,983
期內溢利 – – – – 130,578 130,578
期內可供出售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 – – (2,445 ) – (2,445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9,534 147,930 146,189 (2,485) (16,052) 335,116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可供出售之

財務資產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39,690 135,071 146,189 (13) (152,628) 168,309
期內溢利 – – – – 5,385 5,385
期內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溢利 – – – 21 – 21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39,690 135,071 146,189 8 (147,243) 173,715

第7頁至第1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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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440) (40,917)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30,907 38,123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8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 230,548 (2,79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413 46,161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2,961 43,3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2,961 43,367

第7頁至第1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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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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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全年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零

七年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有關此等會計政策的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所作的判斷、估計和假設，會
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按本歷年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以公平值計算之金融工具外，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詮釋，適用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應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以

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2

－詮釋第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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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董事估計，應用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將不會構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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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博彩及休閒相關業務、提供健康及美容服務、借貸業務、提供股票經紀服務及

貿易業務。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劃分之期內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博彩及休閒 健康及美容

相關業務 服務 借貸 股票經紀 貿易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及營業額 4,120 8,253 202 708 10 13,293

分部業績（溢利／（虧損）） (3,385) 837 77 (115) (3) (2,589)

未分配收益／收入 2,600
未分配成本 (12,155)
出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溢利 441
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賬中處理之

財務資產虧損 (32)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41,147 – – – – 141,147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16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130,578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博彩及休閒 健康及美容

相關業務 服務 借貸 股票經紀 貿易 本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及營業額 39,295 8,966 138 1,095 23 49,517

分部業績（溢利／（虧損）） (512) (1,068) (82) 355 2 (1,305)

未分配收益／收入 1,105
未分配成本 (5,519)
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賬中處理之

財務資產虧損 (11)
處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盈利 4,218 – – – – 4,21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6,897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5,385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之業務佔本集團綜合營業額及綜合經營業績各不足百分之十，故並無呈列

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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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利得稅前溢利

除利得稅前溢利乃計入／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計入

出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溢利淨額 441 –

已扣除

折舊 706 952
經營租約－土地及樓宇 2,433 3,382
按公平值列賬及於損益賬中處理之

其他財務資產之虧損淨額 32 11

5. 利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於賬目中提撥準備。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可動用稅項虧損作抵銷日後之溢利。鑑於董事未能確

定遞延稅項資產會否在可見未來兌現，故並無於賬目中就遞延稅項資產提撥準備。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7.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130,578,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5,385,000元）及於六個月期內已發
行股份297,669,597股（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8,446,398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由於期內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之事項，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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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增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為港幣

367,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6,000元）。

(b) 註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沒有物業、廠房及設備註銷（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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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按公平值 23,259 15,771

10. 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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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貸款－無抵押（附註） 5,991 7,112
減：減值虧損 (1,739 ) (1,700 )

賬面淨值 4,252 5,412
減：一年內到期還款金額 (4,089 ) (5,187 )

一年後到期還款金額 163 225

附註：

應收貸款之還款期按個別基準逐筆磋商。應收貸款及按約定還款日期前之剩餘日子分析，到
期還款資料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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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時償還 5,670 1,748
三個月或以內 47 5,033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以下 111 106
一至四年 163 225

5,991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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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業及其他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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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應收賬款（附註） 4,213 10,075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2,413 2,993

6,626 13,068

附註：

本集團營業額大部份為現金，餘下之營業額結餘可享三十日至六十日之信貸期。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營業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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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日 2,317 8,856
31－60日 735 1,106
61－90日 567 21
90日以上 594 92

4,213 10,075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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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994 26,219
短期銀行存款 288,967 46,194

302,961 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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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營業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營業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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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日 2,436 5,930
31－60日 64 62

2,500 5,992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及 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2元之普通股 2,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2元之普通股 297,670 59,534

15. 經營租約之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本集團須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付款總

額如下：

樓宇 汽車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704 4,155 256 –
第二至第五年

（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2,003 3,033 – –

5,707 7,188 256 –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租賃其若干辦公室物業及汽車。該等租約初步為期一至三年，並有權於

屆滿日期或本集團與有關業主╱出租人共同商定之日期另行續租。該等租約概無計入或然租

金內。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撇銷之分租租約，預計於未來收取之最低分租付款總額

為港幣564,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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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財務報表其他篇幅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亦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已計入員工成本，其中包括以下類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0,362 2,493
僱用後福利 124 67

10,486 2,560

17. 出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港澳酒店有限公司，出售其於一間聯營公司

Investgiant Limited之50%股本權益，而該聯營公司間接持有港澳長盈有限公司（澳門假日
酒店擁有人）25%權益，於交易完成時，代價淨額港幣239,256,000元已全數以現金支付，出
售事項之溢利為港幣141,147,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出售其於一間聯營公司ISL Technologies Limited之部
份權益, 於出售完成時，代價港幣1,166,000已全數以現金支付，出售事項之溢利為港幣
1,166,000元。

18.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世紀建業地產（澳門）有限公司，與一

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協議，以代價港幣15,800,000元收購位於澳門之一物業，有關交易須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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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份：業務回顧及前景

I. 整體表現

儘管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存在較大的波動，大中華區的市場仍然持續受惠

於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長，其今年前六個月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10.4%。

澳門直接受惠於中國強大的經濟增長，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訪澳遊客人數較去年同期

增長18.1%，遊客大多數來自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大量遊客的湧入也是推動澳門博彩業
發展的主要原因，澳門博彩行業於二零零八年前六個月之收益增長54.5%至澳門幣593
億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錄得營業額為港幣13,300,000元，較去年同
期下跌73%（2007年上半年：港幣49,500,000元）。毛利比去年同期輕微下跌至港幣
5,000,000元（2007年上半年：港幣5,800,000元）。

集團上半年純利為港幣130,600,000元。包括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其為澳門假日酒店
（「澳門假日酒店」）及澳門鑽石娛樂場（「澳門鑽石娛樂場」）之實益擁有人，所得的港幣

141,100,000元的溢利，以及出售在香港及內地進行電腦軟體發展及硬體貿易的聯營公
司部分股份所得的港幣1,200,000萬元溢利。出售澳門假日酒店及澳門鑽石娛樂場為回
顧期內的主要溢利貢獻。

II. 博彩及休閒相關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集團完成了出售澳門假日酒店及澳門鑽石娛樂場。

於二零零八年止六個月，集團之博彩與休閒相關核心業務溢利為港幣137,700,000元
（2007上半年：港幣3,700,000元），營業額則為港幣4,100,000元（2007上半年：港幣
39,300,000元），當中包括出售澳門假日酒店與澳門鑽石娛樂場帶來港幣141,100,000
元的溢利。

出售澳門假日酒店及澳門鑽石娛樂場體現出集團在商場上的高瞻遠矚。集團完成出售

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來限制個人自由行到澳門，此條例將影響並減

少中國內地遊客到訪澳門的數量。隨著今年第三季實行新措施，我們預期熾熱的經濟增

長將會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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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健康及美容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之健康及美容服務的營業額達到港幣

8,300,000元，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但其業務錄得溢利為港幣837,000元，相比去年
同期虧損為港幣1,100,000元。

通過有效地控制開支，尤其致力提高運營效率，將髮廊搬遷到租金較低的較高樓層，集團

成功將健康及美容業務轉虧為盈，為集團帶來溢利貢獻。

IV. 其他業務

由於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波動，二零零八年六個月的證券經紀業務的營業額下跌35%至
港幣710,000元。相比二零零七年金融及股票市場興旺所帶來港幣355,000元的溢利，今
年上半年該業務錄得港幣115,000元虧損。

此外，符合集團的長遠精簡其借貸業務之策略，借貸業務的營業額縮減為港幣200,000
元，於回顧期內該業務錄得港幣77,000元的虧損。期內，集團之貿易業務錄得輕微的虧
損，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輕微溢利。

V. 前景

隨著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澳門實際本地生產總值上升26.1%，集團相信作為一個充滿活力
的城市，澳門將會保持一個強勁及長期增長的前景，我們並將繼續在澳門的博彩及非博

彩行業中探索商機。

近年來，澳門旅遊業保持強勁的增長，今年上半年訪澳遊客上升約18%。遊客的持續大量
湧入也振興了澳門博彩行業。與去年同期相比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增長已較去年大

幅躍升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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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集團將仔細留意於澳門甚至亞洲正在發展的博彩與休閒相關業務，善用集團

豐富的營運經驗及專業的管理團隊來發掘潛在的商機。從出售澳門假日酒店及澳門鑽石

娛樂場所獲的收益為集團提供了大量的現金資源，使集團可以靈活地在瞬息萬變的經濟

環境中捕捉商機。然而，在任何情況下，管理團隊將堅持有紀律及謹慎的投資態度來評估

潛在的商機。

除博彩行業，集團亦會探討在澳門發展蓬勃的房地產中尋找投資機會。我們深信，房地產

長遠而言將保持強勁的勢頭，尤其是商業用地。集團早於今年八月簽署一個臨時協議，計

劃收購一個位於酒店及娛樂場附近的商業物業。此物業將用於投資目的並實現資本增

值，租金收入將對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

擴展至房地產投資將協助集團有效率地利用其剩餘的營運資本，在多元化的業務中成為

新的收入來源。評估投資機會的決定因素將包括澳門政府所設定的城市規劃及土地分區

戰略，發展現有及新的酒店及娛樂場所，以及正在進行討論的城市公共交通輕鐵與香港

－珠海－澳門的跨邊界大橋的興建。據設想，通過選擇性的收購有發展潛力的物業，這些

項目可以成功的重新包裝及升級，提高其價值，從而為股東帶來最大的投資回報。

二零零八年對動盪的全球金融市場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儘管全球經濟問題仍然對營

商環境有不利的影響，但同時也締造出不同的商機。集團管理團隊將作好充分準備及定

位從而把握商機，為我們的股東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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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部份：財務回顧

I.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303,000,000元，流動資產
淨值為港幣309,5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按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
比例而計算之流動比率約為24.8（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5）。於回顧期內，本
集團可維持穩健的營運資金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按長期借貸總額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而計算之資產

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買賣主要是以匯率相對較穩定之港幣或美元列值，董事認為本集

團所面對之匯率波動風險甚微。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本集團概無

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II. 出售聯營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本集團出售其於一間聯營公司Investgiant Limited之50%股本
權益， 而該聯營公司間接持有港澳長盈有限公司（澳門假日酒店擁有人）25%權益，於
交易完成時，代價淨額港幣239,256,000元已全數以現金支付，出售事項之溢利為港幣
141,147,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出售其於一間聯營公司ISL Technologies Limited
之部份權益，於出售完成時，代價港幣1,166,000己全數以現金支付，出售事項之溢利為
港幣1,166,000元。

III. 本集團之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沒有任何更改。

IV.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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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部份：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期末，本集團共聘用66名員工（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68名），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約港幣4,8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4,000,000元）。

目前提供之僱員薪酬組合（包括強積金及醫療福利）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僱員薪酬由高級管

理層每年按僱員個別之表現及本集團之總體表現一併檢討及釐定。

F部份：企業管治

I.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而須予存備之登記冊所記錄；或(iii)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各董事及行

政總裁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持有下列公司 持有股份 總持股量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證劵 證劵數目 概約百分比

曾昭政先生 實益權益 本公司 749,250 0.25%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40,794,195 13.70%

（附註1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88,275,577 29.66%

（附註2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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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下列公司 持有股份 總持股量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證劵 證劵數目 概約百分比

曾昭武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40,794,195 13.70%
（附註1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88,275,577 29.66%
（附註2及3）

曾昭婉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40,974,195 13.70%
（附註1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 本公司 88,275,577 29.66%
（附註2及3）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Barsmark Investments Limited實益擁有。

2. 此等股份由ST (79) Investment Limited實益擁有。

3. Barsmark Investments Limited及ST (79) Investment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均由ST
Investments Holding Limited（「ST Investments」）全資實益擁有。 Fortune Ocean Limited
（一間由曾昭政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盤基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曾昭武先生全資實益

擁有之公司）及Ssky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由曾昭武先生及曾昭政先生之姊妹曾昭婉
女士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各自實益擁有ST Investments三分一之已發行股本。曾昭政先生、
曾昭武先生及曾昭婉女士為Barsmark Investments Limited、ST (79) Investment Limited
及ST Investments之董事。曾昭政先生為Fortune Ocean Limited之董事。曾昭武先生為盤
基投資有限公司之董事。曾昭婉女士則為Ssky Investments Limited之董事。

除以上披露者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而須記錄於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包括彼等之配偶及18 歲以下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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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設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
本公司已接獲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之通知如

下，此等權益除以上披露之董事及行政總裁之權益外。

股份之好倉

所持 佔總持股量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Barsmark Investments 實益權益 40,794,195 13.70%
Limited（附註1）

ST (79)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權益 88,275,577 29.66%
（附註1）

ST Investments Holding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9,069,772 43.36%
（附註1） （附註2）
盤基投資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9,069,772 43.36%
（附註1） （附註2）

Ssky Investment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9,069,772 43.36%

（附註1） （附註2）

Fortune Ocean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9,069,772 43.36%

（附註1） （附註2）

Szeto Investments Holdings 實益權益 29,531,250 9.92%

(Amusement) Limited （附註3）

Szeto Investments 受控制法團權益 29,531,250 9.92%

Holdings Ltd.（附註3）

Szeto International 受控制法團權益 29,531,250 9.92%

Holdings Ltd.（附註3）

司徒玉蓮女士（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29,531,250 9.92%

附註：

1. Barsmark Investments Limited及ST (79) Investment Limited均由ST Investments全資
實益擁有，而其已發行股本分別由(i)盤基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曾昭武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
公司）；(ii) Fortune Ocean Limited （一間由曾昭政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及(iii) Ssky
Investments Limited （一間由曾昭婉女士（曾昭武先生及曾昭政先生之姊妹）全資實益擁
有之公司）實益擁有三分一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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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等股份指Barsmark Investments Limited及ST (79) Investment Limited實益擁有之股
份總額。

3. Szeto Investments Holdings (Amusement) Limited乃由Szeto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其已發行股本由Szet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司徒
玉蓮女士全資實益擁有Szet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除以上所披露外，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本公司須予存備之登記冊內所記錄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III.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本身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

公司任何股份。

IV. 遵守上市規則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除以下所述之偏離者外，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

守則A.2.1條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曾昭武先生為本公司行政主席，而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

裁之職務由曾昭武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曾昭武先生熟識本集團業務及具備所需之領

導才能，能有效領導董事會，而彼繼續履行行政總裁之職務可確保董事會決策之效率及

效益，能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V.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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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碓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朱明德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