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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PLYWOOD HOLDINGS LIMITED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7）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布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及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 131,963  ���,�0�
銷售成本 � (113,056 ) (���,��0 )    

毛利  18,907  ��,���
其他收益淨額  3,907  ���
分銷成本 � (11,633 ) (��,0�� )
行政費用 � (10,208 ) (�0,�0�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之撥回  3,362  �,��0    

經營業務盈利  4,335  �,�0�
財務費用  (4,868 ) (�,��� )    

除所得稅前（虧損）╱盈利  (533 ) ���
所得稅抵免 � 1,801  －    

年內盈利  1,268  ���    

下列各項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68  ���    

每股盈利－基本 � 0.10美仙  0.0�美仙    

每股盈利－攤薄 � 0.10美仙  0.0�美仙    

股息  －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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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852  ��,���
租賃土地  2,958  �,���
遞延所得稅資產  5,021  �,���
收購一項投資之訂金  1,5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83,331  ��,0��    

流動資產
存貨  21,106  ��,���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18,99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44  �,���    

流動資產總值  45,845  ��,���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23,543 ) (�0,��� )
即期所得稅負債  (98 ) (�,��� )
借款  (20,596 ) (��,��0 )    

流動負債總值  (44,237 ) (��,0�� )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608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4,939  ��,��0    

非流動負債
借款  (48,197 ) (��,0�� )
融資租賃承擔  (222 )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   (�� )    

非流動負債總值  (48,419 ) (��,��0 )    

資產淨值  36,520  ��,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
普通股  4,278  �,���
股份溢價  7,652  －
其他儲備  4,928  �,0��
保留盈利  18,662  ��,���
少數股東權益  1,000  �,000    

總權益  36,5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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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持續經營會計基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銀行借款約為��,���,000美元（二零零六年－��,���,000美元），當中約
�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0,000美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及重續。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
因素，或會導致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受到重大質疑。

本集團將與其往來銀行保持穩健業務關係，從而獲得其不斷支持，並積極與其往來銀行討論重續於二零零八年到
期償還之短期銀行融資額。董事有信心，該等短期銀行融資額將獲重續。憑藉其往來銀行及主要客戶不斷支持，
本集團可自日後經營產生充裕現金流量，以支付其經營成本及應付其財務承擔。因此，董事信納，本集團將可履
行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之財務承擔。董事相信，本集團將獲得往來銀行持續支持，
因此，董事認為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帳目屬適當做法，惟帳目並未包括倘本集團未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進行
業務而需對其資產及負債面值作出之相關調整及重新分類之資料。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計量（按適用情況）外，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編製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貫徹一致之財務報表規定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算，而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亦
須作出判斷。

以下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須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申報於嚴重通脹經濟下應
  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重估內含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採納上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下列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布但於二零零七年尚未生效，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客戶長期支持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董事預期，於往後期間採納此等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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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按業務所在地區及產品分析的銷售額及對本集團業績之貢獻載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銷售額  銷售額  業績  業績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按業務地區劃分：
 －馬來西亞 100,865  ��,���  9,792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8,593  ��,��0  (4,102 ) (�,��� )

 －新加坡 －  －  2,794  �,���

 －香港 2,505  �,0��  168  ��       

 131,963  ���,�0�  8,652  �,���   

未分配公司支出     (4,317 ) (�,��� )       

經營業務盈利     4,335  �,�0�       

按產品劃分：
 －普通合板 27,058  ��,���  2,557  �,���

 －結構膠合板 11,020  ��,���  (1,580 ) ���

 －綫板 13,793  ��,�0�  (1,978 ) ���

 －防水合板 52,787  �0,���  5,124  �,���

 －地板 23,710  ��,���  2,211  �,���

 －其他 3,595  �,���  (475 ) �0�       

 131,963  ���,�0�  5,859  �,���   

未分配公司支出     (1,524 ) (�,��� )       

經營業務盈利     4,3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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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成本與行政費用之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租賃土地攤銷 31  ��
核數師酬金 332  ���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5,000 ) ���
折舊、攤銷及減值變動
 －自置資產 8,937  �,���
 －融資租賃項下所持資產 48  �0
董事酬金 915  ���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801  �,���
 －社會保障及退休金成本 228  ���
運輸及其他相關費用 11,633  ��,0��
土地、樓宇及機器之經營租賃支出 470  ���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
存貨按可變現淨值撥備 678  ��
已耗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82,750  ��,���
僱員借調及顧問費 1,620  �,�00   

5. 所得稅

(i) 百慕達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為止。

(ii) 香港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馬來西亞

由於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一家附屬公司以未耗用免稅額抵銷其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計應
課稅盈利，因此並無就稅項作出撥備。該附屬公司之適用所得稅稅率為��%（二零零六年－��%）。

(iv) 中國

本集團於中國大連成立之合作企業（「合作企業」）須按根據有關中國所得稅法例調整之中國法定財務報表所
呈報應課稅收入，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合作企業現時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優
惠國家企業所得稅及0%地方所得稅）。

有關稅項機關已批准，合作企業有權自經抵銷過去五年結轉之所有稅項虧損後之首個獲利年度起計，獲全數
豁免首兩年企業所得稅，並於隨後三年獲減免企業所得稅之�0%。

由於合作企業於年內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稅項作出撥備（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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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新企業所得稅法，而中國國務院則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六日批准詳細實施條例（下文統稱為「新企業所得稅法」）。合作企業須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遵守新企
業所得稅法之規定。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國務院發布之國發(�00�)��號文件，合作企業所享有之稅務優惠
（即「兩年全免及三年減半稅率」）將由二零零八課稅年度起計。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合作企業之企業
所得稅率將自新企業所得稅法生效當日起計五年內逐步增至法定稅率��%。

(v) 其他

其他海外稅項按有關附屬公司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計入綜合損益表之稅項金額包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利得稅
 －沖減前年度撥備 1,786  －
遞延所得稅 15  －   

 1,801  －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為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除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268,000美元  ���,000美元   

已發行普通股份加權平均數 1,215,579,448  ���,���,���   

每股基本盈利 0.10美仙  0.0�美仙   

由於所有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
股盈利造成之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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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帳款 13,957  ��,00�
應收票據 2,727  �,0��
減：應收帳款減值撥備 (660 ) (�,��� )   

應收帳款淨額 16,024  ��,0��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增值稅退款 330  ���
預付款項 1,824  �,���
其他應收款項 817  �,00�
減：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  (��� )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2,971  �,���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8,995  ��,���   

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0日 8,867  �,�0�

��－�0日 2,033  �,0�0

��－�0日 1,257  �,���

��－��0日 762  �0�

���－��0日 17  ��

��0日以上 1,021  �,���   

 13,957  ��,00�   

本集團一般為其現有客戶提供不超過��0日之信貸期，客戶毋須提供抵押品。管理層定期作出整體評估，並根據過
往付款記錄、拖欠期間長短、債務人財政狀況以及與有關債務人有否爭議，評估收回個別客戶之應收帳款及其他
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美元（二零零六年－�,���,000美元）應收帳款乃受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
額抵押品之浮動押記規限。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向多家銀行轉讓應收餘款以換取現金，而於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款項為�,���,000美元（二零零六年－�,00�,000美元）。有關交易已列作有抵押借貸。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000美元）之應收帳款出現減值並作出撥備。個別
出現減值之應收帳款主要涉及突然陷入經濟困境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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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帳款 18,509  ��,���
客戶按金 －  �0
應計開支 2,759  �,���
應付薪金及福利 1,415  �,���
融資租賃承擔－即期部分 201  ���
其他 659  ���    

 23,543  �0,���   

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0日 8,204  �,���
��－�0日 4,542  �,���
��－�0日 3,858  �,��0
��－��0日 1,642  �,���
���－��0日 244  ��
��0日以上 19  ��   

 18,509  ��,���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於股本之
       （累積虧損）╱  少數股東
 普通股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0��  �0,���  �,���  (�0,��� ) �,000  ��,���
資本削減 (��,��� ) －  ��,���  －  －  －
註銷股份溢價 －  (�0,��� ) �0,���  －  －  －
發行新股份 �,���  －  －  －  －  �,���
累計虧損調整 －  －  (�0�,��� ) �0�,���  －  －
年內盈利 －  －  －  ���  －  ���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匯兌差額 －  －  ���  －  －  ���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0��  ��,���  �,000  ��,0�0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如上文 3,598  －  4,048  17,394  1,000  26,040

發行新股份 680  7,652  －  －  －  8,332
年內盈利 －  －  －  1,268  －  1,268
匯兌差額 －  －  880  －  －  880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78  7,652  4,928  18,662  1,000  3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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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可能修訂意見

有關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核數師報告將可能修訂為包括重大不確定因素披露資料。核數師於提供
不保留意見情況下，謹請關注有關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之「持續經營會計基準」。誠
如「持續經營會計基準」所闡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本集團能否
獲得往來銀行不斷支持，以及能否自日後營運產生充裕現金流量，以支付本集團經營成本及應付其
財務承擔。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未能推行該等措施引致之任何調整。有關或會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
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不確定情況詳情，於上文「持續經營會計基準」內詳述。

業務回顧

製造業務

集團的馬來西亞廠房於回顧年度繼續以接近�0%的使用率營運。儘管廠房的產量稍微下降，但仍保
持生產價值較高的產品和成功提高市場覆蓋範圍。目前，廠房的產品出口至日本、韓國、中國及歐
洲的數量各佔��%左右，東南亞則約佔��%。出口至其他國家的數量亦增至總銷量約��%。與去年比
較，馬來西亞廠房對日本市場的依賴降低了，尤其是下半年的出口顯著減少。

年內原材料價格上漲帶來龐大壓力，石油價格繼續攀升至每桶接近�00美元。膠水及木材價格亦分別
上升接近�0%及約�0%。幸而經過集團繼續努力回收原料及削減成本，成功減輕了部份影響。廠房
正研究是否可使用價格較相宜及更環保的物料生產合板產品，以及物色其他途徑和方法採購該等物
料。集團預期沙巴將取得若干木材採購權。屆時，集團將可藉此取得單板及木材，補足現時砂勞越
的木材供應。

然而，集團在中國大連的廠房面對更艱難的經營環境。中國政府將出口退稅由原來的��%降至�%，
而俄羅斯政府亦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將木材出口稅從�.�%增至�0%，加幅高達��%，並由二零
零九年一月一日進一步調高至�0%，加上人民幣持續強勢，亦影響其表現，令廠房在二零零七下半
年壓力倍增，為此集團致力協助廠房對抗不利的營商環境， 相信於二零零八年這情況可逐步得到解
決。

於年內，大連廠房的總產量自去年的��,000立方米下跌至約��,000立方米。產量大幅下跌是由於原材
料供應緊張，特別是受到俄羅斯提高木材出口稅及日本和美國主要市場放緩影響所致。日本市場方
面，建築政策改變令地產業備受打擊，而美國市場亦受次按事件影響。面對眾多負面因素，大連廠
房已減產及加緊發掘生產更多增值產品，預期新產品將於二零零八年推出市面，集團有信心廠房的
業務屆時將逐步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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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今年，集團的市場組合有所改變。銷往日本的產品僅佔集團總銷售額約�0%，去年該市場佔��%。經
過集團致力建立一個更均衡的市場組合，避免過份依賴單一市場，其他市場的銷量開始改善。日本
市場疲弱，進口的合板量與二零零六年相比少約��%，從馬來西亞及印尼購買的木材原料則分別減
少約�0%及��%。集團預期日本市場最快將於二零零八年中左右才獲得改善及穩定下來。

然而，韓國市場則相對較為穩定，其付運量由二零零六年少於�%升至二零零七年約��%。該市場
與日本市場相若，主要需要面積�’x �’的木板。集團大部份出口至韓國的產品為防水合板及結構合
板。而另一表現穩定的市場則為中國。由於印尼廠房需負擔沉重的生產成本，令市場轉向馬來西亞
採購地板產品，為集團帶來不少商機。集團有信心當地的地板產品銷量將於二零零八年上升。

集團繼續生產更多高價值產品，包括為東南亞客戶生產特殊合板，用作生產傢俬部件、汽車部件、
風扇葉等產品。集團出口至該區的數量上升，由二零零六年的��%升至二零零七年佔總出口量約
�0%。集團將研究將該等合板產品銷往其他市場的可行性，包括歐洲及美國，期望成為有能力滿足
目標市場需求的合板製造商。為此，集團繼續致力提升技術和生產能力、合板製造及木材樣本的知
識，以及加強各廠房的研發隊伍。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集中在經濟前景和潛力較佳的市場，包括韓國、東南亞和歐洲，繼續與客戶
保持良好關係，以及維持與日本和其他國家主要採購公司的策略聯繫。

至於集團內部方面，則將集中整合產能和資源，同時透過物色商機和利用市場和擴大產品組合產生
的機會促進業務發展，特別是特殊合板及目標市場。為了盡量提高生產力和提供全方位的產品組
合，集團將繼續改善產品質素、降低成本、提高物料回收和改善客戶服務，致力加強業務表現，提
高股東價值。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財務表現於二零零七年內維持良好。股東應佔盈利為一百三十萬美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一百六十萬美元，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
額則約二百九十萬美元。流動資產淨值增加乃因年內發行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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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精簡業務及採納審慎財務管理。本集團充滿信心，在無預料以外之不利市況情況
下，此趨勢於二零零八年仍將持續。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透過配售發行合共���,�00,000股新股份，並獲取
所得款項總額約六千五百五十萬港元，約相當於八百三十萬美元。有關所得款項已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用途。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收購一家特別目的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該特別目的公司已與獨立第三方馬來西亞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以投資於馬來西亞涉及�0,000畝伐
木特許權之��%權益，代價為二百萬美元。於訂立買賣協議時已支付一百五十萬美元可退回訂金。
是項收購預期於二零零八年八月或之前完成。

管理層相信，收購有助本集團取得主要原材料原木之穩定供應，並多元化擴展業務至上游木材及林
木業務。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0��名員工，其中�,���名於馬來西亞砂勞越民都魯市的
廠房工作，���名則在位於中國大連的廠房服務。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計劃，以增進彼等之技
術及工作知識。管理層將繼續與員工維持緊密合作關係。

資產抵押詳情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融資額乃以帳面淨值約七千零五十萬美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
及租賃土地；若干存貨約一千三百二十萬美元之浮動押記；應收帳款約四百六十萬美元；銀行結存
約一百一十萬美元；其他資產約一百五十萬美元；本公司作出的公司擔保；及本公司一名董事作出
之個人擔保作抵押。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收購特別目的公司完成時，本集團須支付餘下代價五十萬美元。管理層亦預期，將須就特許權之
營運作出之額外資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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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秉承二零零六年之策略，將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0%至�0%水平。於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借款總額 68,793  ��,���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44 ) (�,��� )   

債項淨額 63,049  ��,�0�
權益總額 36,520  ��,0�0   

資本總額 99,569  ��,���   

   
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相對資本總額） 63%  ��%   

二零零七年內資產負債比率減少主要因發行新股份及重訂到期銀行貸款及借款之還款期。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及馬來西亞經營業務，大量交易以中國人民幣及馬來西亞零吉進行。本公司之功能及
呈列貨幣為美元，故本集團主要面對上述貨幣之外匯風險。由於本集團認為不符合成本效益，故並
無採用任何遠期合約對沖有關外匯風險。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除偏離守則條文第A.�.�及A.�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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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益博士及黃種嘉先生乃父子，分別出任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除作為本公司董事長之職
務外，黃進益博士亦負責策略規劃及監督本集團業務若干方面。該等職務與行政總裁黃種嘉先生之
職務重疊。然而，董事會認為此情況不會削弱權力及授權之平衡。此外，黃進益博士於合板行業之
豐富經驗對本集團業務貢獻良多。

守則條文第A.3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董事會應具備平衡的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成員，而根據
第�.�0條，董事會須包括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於魏國銓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自此僅有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直至謝章發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填補此空
缺為止。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現任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汝基烏斯曼先生（主席）、黃國松先生及謝章發先生（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十八日獲委任填補魏國銓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辭任產生之臨時空缺）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守則之職權範圍。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審核委員會曾會面，以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資料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討論並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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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上市股份。

本公布之刊載

本公布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及於本公司網
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pphl/index.htm「公告及通告」刊載。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黃進益博士（董事長） 丘杉和先生
黃種嘉先生（董事總經理） Sudjono Halim先生
廖運光先生（總裁） 
余建得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汝基烏斯曼先生
 黃國松先生
 謝章發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黃進益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