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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ARR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嘉禹國際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6）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嘉禹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4 123,707 201,539
出售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變現增益淨額 － 770,602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增益（虧損）淨額 3,456,972 (3,022,480)
其他收益－過往年度開支超額撥備撥回 － 89,304
行政開支 (8,192,740) (8,936,384)
融資成本－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
 保證金融資利息 (184,425) (222,249)

  

除稅前虧損 (4,796,486) (11,119,668)
稅項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 (4,796,486) (11,119,668)
  

股息 8 － －
  

每股虧損 9
 －基本 (0.07) (0.16)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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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 (4,796,486) (11,119,668)

其他全面開支：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公平值之變動產生之虧損淨值 － (78,143,880)

  

其他全面開支，除稅後 － (78,143,8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 (4,796,486) (89,26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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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901 131,17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0 － 4,000,000

  

21,901 4,131,176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7,691,390 4,122,468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974,450 1,186,808
 銀行及現金結餘 431,971 1,029,815

  

9,097,811 6,339,09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4,627,760 1,353,306

  

流動資產淨值 4,470,051 4,985,785
  

非流動負債
 應付董事款項 8,132,005 7,960,528

  

（負債）資產淨值 (3,640,053) 1,156,43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4,130,000 14,130,000
 儲備 (17,770,053) (12,973,567)

  

股東資金 (3,640,053) 1,156,433
  

每股（負債）資產淨值 12 (0.0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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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14,130,000 25,759,973 1,384,719 430,000 78,143,880 (30,268,591) 89,579,981
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 － － 840,000 － － 840,000
本年度虧損 － － － － － (11,119,668) (11,119,668)
其他全面開支 － － － － (78,143,880) － (78,143,880)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14,130,000 25,759,973 1,384,719 1,270,000 － (41,388,259) 1,156,433
本年度虧損 － － － － － (4,796,486) (4,796,486)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14,130,000 25,759,973 1,384,719 1,270,000 － (46,184,745) (3,64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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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
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包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事項。

2.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儘管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4,796,486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4,470,051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資本虧絀約3,640,053港元，由於本公司董事經考慮以下（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安排後，信納
本集團於來年可維持流動資金，故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i)  潘浩文博士，本公司之董事及重大股東，已同意提供足夠的資金，使本集團能夠充
分履行未來將到期之財政義務；及他不會要求公司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於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董事之款項8,132,005港元；及

(ii) 繼此報告期結束後，本公司完成配售14,13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所得款項總額將約
為5,200,000港元以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據此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裕現金資源，以滿足其未來營運資金及其他融資要
求。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不包括倘若本集團未能繼續持
續經營而須予作出之任何調整。

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本集團自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或已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和
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於附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歸屬條款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 改善有關財務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改） 財務報告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改）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經修訂）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經修訂）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境外業務之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自客戶之資產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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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
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改）財務報表之呈列

經修改準則區分擁有人及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權益變動表只載入與擁有人之交易明
細，而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則單獨呈列。此外，該準則引入全面收益表；即所有已確認收
入及支出項目，呈列於單一報表或兩份關聯報表中。本集團選擇呈列兩份報表。

本財務報告已採納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新格式，相關金額亦已重列以符
合新呈報方式。該準則引入在綜合全面收益表增列「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費用」項目及
「本年度全面收益╱費用總額」項目。呈報方式之變動對任何呈報期間之呈報損益、總收
益與開支或資產淨值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

經修訂準則規定增加對公平值計量及流動性風險之披露。公平價值計量將根據資料來源
按三個層級披露各類別財務工具。此外，目前規定對第三層級公平值計量之期初及期末
餘額，以及第一層級及第二層級公平值計量之間之重大轉移進行對賬。該等修訂亦明確
對流動性風險披露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

該準則規定對本集團之經營分類情況進行披露，並取代釐定本集團主要及次要報告分類
之規定。採納該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確認經營分
類與之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識別之業務分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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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以下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部分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對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改） 關聯方披露 7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 供股之分類 5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有關首次採納者之披露規定
 對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有關財務資產之分類及計量）8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經修訂）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6

1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如適當）
3 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如適當）
4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5 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6 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7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8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

倘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首個年度申報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經修改）可能影響業務合併之會計政策。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將影響
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權益變動（而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政策，並列作權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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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23,702 200,191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 1,348
  

123,707 201,539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準則，要求以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在決定分部資源分配及其
表現評估上所定期審閱不同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分辨經營分部之基準。相反，原有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則要求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分辨兩組分部（業務及
地區）。過往，本集團之主要呈報分部為業務分部。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釐定之
主要可呈報分部相比，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作出任
何調配。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虧損淨額主要
產生自利息收入及投資控股之股息收入。董事認為該等活動構成單項業務分部，理由為
該等交易須承擔共同風險及回報。鑑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為投資控股，故提供經營虧損
之業務分部分析並無意義。

本集團在兩個主要地區經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中國」）及香港。本集團按地
區市場分析之本年度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中國（香港除外） 香港 合共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資產 － 4,000,000 9,119,712 6,470,267 9,119,712 10,470,267

分部負債 － － 12,759,765 9,313,834 12,759,765 9,31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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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年度稅項開支與綜合收益表所示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虧損 (4,796,486) (11,119,668)
  

按本地所得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之稅項 (791,420) (1,834,745)
於釐定應課稅溢利時不可扣減之開支之稅務影響，淨額 43,710 51,315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518,602) (33,254)
未確認臨時差異之稅務影響 14,514 (4,307)
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1,251,798 1,820,991

  

年度稅項開支 － －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毋須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由於未能確定透過日後應課稅溢利變現之相關稅項利益，遞延稅項資產並無就結轉之稅
項虧損予以確認。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董事酬金
 袍金 － 90,000
 其他酬金 1,518,000 2,340,000
 公積金供款 12,000 12,000

  

總董事酬金 1,530,000 2,442,000
  

員工成本
 薪金 1,334,204 1,329,774
 公積金供款 43,517 28,683

  

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1,377,721 1,358,457
  

核數師酬金 115,000 115,000
上市年費 145,000 145,000
折舊 109,275 247,470
投資經理費用 16,451 362,303
法律及專業費用 1,414,185 568,492
印刷及文儀 1,430 159,778
地租及差餉 2,283,277 2,474,815
旅遊及娛樂 857,883 621,209
股票手續費 1,223 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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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4,796,486 11,119,668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數目 70,650,000 70,650,000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列入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是一間公司，其佔本集團之股本權益超過20%。然而，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28號投資於聯營公司，此等投資不被視為股本，因董事認為本集團沒有能力對
該公司的業務行使重大影響力。該公司之業績均列於綜合收益表上，但只限於從這公司
收到或應收之紅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於四月一日之賬面值 4,000,000 82,143,880

公平值之變動 － (78,143,880)

於年內出售 (4,000,000) －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 － 4,000,0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詳情如下：

接受投資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所持權益
百分比

非上市股本證券，
按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Southwest Mining Investment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30% －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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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
0.20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 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70,650,000 14,130,000
  

12. 每股負債淨值╱資產淨值

每股負債淨值╱資產淨值乃按將載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負債淨值3,640,053港元（二零零九
年：資產淨值1,156,433港元）除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數目70,650,000股
股份（二零零九年：70,650,000股股份）計算。

13.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透過普通決議案獲採
納，主要目的為激勵董事、合資格僱員、顧問、諮詢人及業務聯屬人士。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
為9,000,000股（二零零九年：9,000,000股），佔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之12.74%（二零零
九年：12.74%）。根據該等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上
市時已發行股份之30%。

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將不低於以下之最高者：(i)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ii)股份於
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股份面值。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詳情概述如下：

授出日期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已授出

年內
已行使 已失效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行使期限 每股行使價

類別 I：董事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五日

210,000 － － － 210,000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五日

1.24港元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

7,000,000 － － － 7,000,000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至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1.082港元

類別 II：僱員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五日

1,490,000 － － － 1,490,000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五日

1.24港元

類別 III：顧問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五日

300,000 － － － 300,000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五日

1.24港元

     

9,000,000 － － －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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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詳情：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每股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五日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1.24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082

下表概述本公司於年內之購股權變動：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已授出

已於年內
行使 已失效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董事
潘浩文 7,000,000 － － － 7,000,000
夏得江 70,000 － － － 70,000
唐儀 70,000 － － － 70,000
彭鋒 70,000 － － － 70,000

     

董事總計 7,210,000 － － － 7,210,000

顧問 300,000 － － － 300,000
僱員 1,490,000 － － － 1,490,000

     

合共總計 9,000,000 － － － 9,000,000
     

14. 報告年末後事件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完成向承配人配售14,130,000股份，配售價為每股股
份0.368港元。配售所得款總額約為5,200,000港元，並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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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報表，核數師在核數師報告內
增加了以下一段須強調事宜：

須强調事宜

附隨截止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在並無發表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我們謹請股東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貴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虧損為4,796,486港元，於該日，本集團之總
負債超過其總資產3,640,053港元。上述情況反映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有關持續經營能力之問題，管理層之計
劃已描述於附註2。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計入因結果不確定而須作出之任何調整。

管理層報告書

嘉禹國際有限公司（「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大幅下降，由201,539
港元減少至123,707港元。下降比率約為38.6%。年內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4,796,486港元，而去年虧損則達11,119,668港元。年內虧損大幅減少乃主要因上
市證券未變現收益之紀錄達3,456,972港元（二零零九年：未變現虧損為3,022,480
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負債淨值達3,640,053
港元。每股負債淨值為0.05港元（二零零九年：每股資產淨值為0.02港元）。大幅
減少乃由於年內市場氣氛欠佳及缺乏良好的投資機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重大投資

本集團年內之投資組合主要由香港上市證券組成。整體而言，投資組合獲審慎
管理並且極之多元化，避免本集團過份集中投資於單一行業而須承擔商業風
險。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投資組合主要集中於香港上市及包括不同行業範疇之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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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鑑於信貸市場動盪以及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全球經濟衰退，董事將繼續審慎及謹
慎地管理本集團之投資組合，並發展投資策略。鑑於中國經濟持續得以改善，
本集團將繼續尋找可提供高回報且屬本集團可接受之風險水平之投資機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任何財務機構借貸或取得信貸融
資。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為431,971港元（二零零九年：1,029,815港元），
主要為銀行存款。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借貸，本集
團仍處於淨現金狀況。

價格風險

本集團面對財務資產價格風險，原因是本集團持有之投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中分類為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為管理其因於財務資產之投資而
產生之價格風險，本集團分散其投資組合。倘本集團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
務資產之財務資產價值，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升或下跌5%，則本集
團年內之虧損將增加或減少384,570港元﹙二零零九年：206,123港元﹚。

僱員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四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四
名僱員）。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達1,377,721港元（二
零零九年：1,358,457港元）。員工薪酬福利與市場通行慣例看齊及按個別僱員之
表現及經驗釐定。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整個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資產並無任何形式之
法定抵押。此外，本集團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集團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董事會確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之公眾持股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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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集團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作
為其自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一直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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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本集團確認全體董事於年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董事會

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共同負責監督本集團業務及事務之管理工作，確保達
致提升股東價值之目標。董事會由合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條，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夏得江
先生具備合適會計專業資格。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提交
確認其獨立性之週年確認書。本集團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皆符合載於上
市規則第3.13條之獨立性指引，並根據該指引之條款屬獨立人士。

全體董事均可接觸集團秘書，以就董事會程序及監管事宜提供意見。任何董事
或本集團審核委員會成員透過集團秘書之安排，均可依願尋求獨立之專業意
見，相關費用由本集團承擔。於年內，本集團概無委任主席或行政總裁，此項
安排構成偏離守則第A.2.1條至第A.2.3條之守則條文。鑒於本集團架構簡單，所
有重大決策皆由本集團全體執行董事共同作出，而日常投資決策則基於投資
經理之專業建議。董事會認為，此結構將不會影響平衡董事會管理與業務管理
之間之權力與權限。概無本集團之現任非執行董事為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此項
安排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之守則條文。然而，本集團三分之一之董事（執行
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集團之組織章程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因
此，本集團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所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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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根據本集團之組織章程，本集團之董事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及╱或
副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或計入每年須告退之董事人數內。此項安排構成
偏離守則第A.4.2條之守則條文。

核數師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由
恒健會計師行審核。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將呈交決議案重選恒健會
計師行為本集團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嘉禹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潘浩文博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浩文博士及邱志哲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則為夏得江先生、彭鋒先生及唐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