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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I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889）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武夷國際藥業有限公司（「武夷藥業」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99,116 240,138
銷售成本 (150,785) (122,541)

毛利 148,331 117,597
其他收入 4 23,257 124
銷售費用 (5,547) (8,220)
行政費用 (21,969) (7,394)
融資費用 (1,255) (1,363)

除稅前溢利 5 142,817 100,744

稅項 6 － (33,706)

期內溢利 142,817 67,03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2,817 67,227
－少數股東權益 － (189)

142,817 67,038

已付股息 7 － 84,120

每股盈利
－基本 8 人民幣8.7分 人民幣6.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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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995 132,619
土地使用權 11,538 11,664
無形資產 24,207 24,207

169,740 168,490

流動資產
存貨 15,144 21,573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23,043 137,388
銀行結餘及現金 981,485 199,765

1,119,672 358,72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75,454 82,571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62,400
短期銀行貸款 35,000 43,000
其他金融負債 － 140,400

110,454 328,371

淨流動資產 1,009,218 30,3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78,958 198,84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8 －
遞延稅項 4,587 4,587

 4,605 4,587

資產淨值 1,174,353 194,258

資本及儲備
實繳股本 11 17,098 12,800
儲備 1,157,255 181,458

總權益 1,174,353 19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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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集團重組致使本集團被視作一家持續實體。因此，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5項「共同控制合併之
合併會計」的合併會計原則而編製，猶如集團重組下的集團架構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或自其各自註冊成立或成立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已
一直存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閣下應一併閱讀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本

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而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則以公平值計
量。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惟下列所述者除外：

融資租賃持有資產

融資租賃持有資產於租賃開始時以其公平值或以最低租賃款項之現有價值（以較
低者為準）確認為本集團的資產。付予出租人之相關負債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中當

作一項融資租賃承擔。租賃款項以融資成本以及租賃承擔之減項按比例計算，以
取得餘下負債結餘之不變息率。融資成本直接計入收益表中。

根據經營租約應付租金以直線法於各租賃之租期內在收益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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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準則於本集團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
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應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詮釋第7號 高通脹經濟財務報告的重列模式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3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內嵌衍生工具 4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詮釋第10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目前或之前的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先前作出之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公佈但仍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認為，
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詮釋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3

－詮釋第12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是從事醫藥產品研發、製造與貿易之企業，其業務視作屬於單一分類。期內，
本集團的銷售額全部在中國大陸（「中國」）境內產生。因此並未呈報於期內的業
務及地區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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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99,116 240,138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0,254 124
匯兌收益 3,003 －

23,257 124

322,373 240,262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1,993 258
其他員工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9 793
其他員工成本 7,219 7,537

9,221 8,588
減：計入研發成本的員工成本 (335) (333)

8,886 8,255

折舊 2,797 2,082
減：計入研發成本的折舊 (133) (133)

2,664 1,949

就以下項目支付的經營租約租金
－土地使用權 252 126
－租賃物業 472 102

研發成本 630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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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所得稅 － 32,122
遞延稅項 － 1,584

－ 33,706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符合生產性企業的資格，可獲減免中國所得稅待遇，首個盈利

年度起計，首兩年可獲豁免繳納，其後三年可減免50%。

7. 股息

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已付股息代表福建三愛藥業有限公司（「福建三愛」）在集團重組完成前

向其當時股東派付的股息。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42,817,000元（二零
零六年：人民幣67,227,000元）以及整年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634,689,419
股（二零零六年：1,049,600,000股）股份計算，並假設集團重組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生效。

由於假設自本集團發行可換股債券後轉換該等股債券將導致每股溢利增加，故此

沒有呈報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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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22,741 135,012
其他應收款項 302 2,376

123,043 137,388

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予30至60天賒賬期。於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65,311 69,294
31日至60日 57,430 65,718

122,741 13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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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一間關連公司* 2,723 1,205
－其他 42,041 56,642

44,764 57,847

其他應付稅項 9,564 10,056
應計支出 19,417 9,894
融資租貸承擔 4 －
應付工資及福利 648 41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 2,704
其他 1,057 1,655

75,454 82,571

* 關連公司為福州宏宇包裝工業有限公司，乃由林歐文先生控制的公司，而林歐文先生為本公

司的董事，並擁有本公司的實益權益。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24,885 32,668
31日至60日 19,879 25,179

44,764 5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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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實繳資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3,200,000,000 32,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280,000,000 12,800
根據全球發售發行股份（附註a） 429,772,500 4,298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709,772,500 17,098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綜合財務報表所示為人民幣17,098,000元（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800,000元）。

附註：

(a)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本公司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方式按每股1.80港元發行363,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一項超額配股權獲行使，進一步按每股 1.80港元發行 66,772,500股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

期內發行的所有股份在各方面均可享有當時現有股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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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武夷藥業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錄得理想表現。營業額較去

年同期增長 24.6%達至人民幣 299,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40,000,000元）。此外於業績期內，本公司獲減免所得稅，令期內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112.4%達至人民幣143,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67,000,000元）。

回顧上半年，中國內地醫藥產品市場持續增長，武夷藥業作為國內主要專門藥品集團之

一亦受惠其中。本公司於上半年的業績表現令人滿意，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帶動：

1. 擴大行銷網絡

於業績期內，本公司已經在全國22個重點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分佈行銷網絡，
比去年增加了3個省市，當中包括新疆等省份，營銷旗下產品，至今已經實現目標

過半。與此同時，本公司亦秉承一貫的業務擴展戰略，致力擴大銷售分銷網絡，於
業績期內，本公司的分銷商由二零零六年的49個增加到57個，有效地增加了產品

銷售量。

2. 拓展農村終端市場

本公司除了擴大和增強城市的行銷網絡外，還瞄準鄉鎮地區在醫藥供求存在的缺
口，並利用近期中國政府對農村地區居民所提供的醫療津貼及補償規定，為農村

地區的藥品市場帶來商機，積極開拓了農村終端市場，如與福建九州通、湖北九洲
島通、河南九州通、廣東九州通等醫藥流通大企業合作，為公司產品在農村社區暢

通派送，此舉亦為本公司上半年業績帶來效益。

3. 新增加產品品種發揮效益

為確保本公司能保持長期穩步、持續的發展，本公司致力於市場調研，以市場需求
為導向，調整產品結構，優化產品組合，本公司於去年下半年推出市場的硫酸阿米

卡星注射液等五種新增加的藥品品種，於業績期內為本公司帶來的銷售收入和盈
利效益亦獲得良好的反映。同時，本公司於今年六月份從本公司100多個批准文號

中篩選推出了複方慣眾阿斯匹林等3個新增加的藥品品種，其效益則在業績期內
也有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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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管理層相信，隨著國家醫療政策改革，將會令整個醫療架構更具規模，同時，市場高品

質的醫療藥品需求將逐步增加。憑藉本公司的市場領導地位優勢，相信具備足夠競爭能
力把握藥產品市場的莫大商機。

1. 進一步擴大行銷網絡

管理層預期，除了現時覆蓋的22個省市和直轄市的銷售網絡，今年下半年將會再

增加3至4個覆蓋點。同時，鑒於農村醫藥產品市場的增長潛力高，本公司亦會繼續
開拓農村終端市場。本公司現時與全中國最大的物流配送公司九洲通合作，分別

跟該公司位於廣東、上海、湖北、河南、福建、新疆的6間分公司合作，這些分公司主
要著重農村及社區派送，預期這將會為本公司全年帶來約人民幣5,000萬元左右的

銷售收入。

2. 加強研發能力

由於藥品評審中心的審批過程較之前嚴謹，新規定評審員需要下到各個企業進行
現場核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本公司之蘇子油軟膠囊新藥現場核查已於

上半年順利通過，令整個審批過程的進度較長，以致本公司原定於上半年推出市
場銷售的重點產品蘇子油軟膠囊獲發批文進度較預期慢。然而，本公司對該新產

品充滿信心，並預期有關當局將於今年九月份就該產品授予生產批文。本公司預
期該產品將於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市場。

為了加快新產品的研發進程，充分發揮外部的科學技術優勢，本公司全資子公司

福建三愛與北京大學 (北大醫學部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聯合簽署了一份共建實
驗室協定。福建三愛乃北京大學醫學部歷來第二家合作的企業，反映北京大學醫

學部對福建三愛實力及其生產的相關品牌之肯定。根據協定，北京大學將會安排
醫學部的專才為「北大三愛新藥實驗室」進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新藥研究，一旦研

究成功，福建三愛便可分享研究的成果，並獲得獨家生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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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建廠房提升產能

此外，為滿足市場需求增長，福建三愛製劑生產線擴建計劃作了重大改變，按原擴

建計劃只是在原廠區進行擴建；管理層考慮到這次擴建後還要考慮給今後生產線
擴建留有空間。福建三愛與福建建陽市政府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簽訂了購買

230畝 (153,410平方米 )土地作全面的規劃。計劃一期建設新廠房面積大約60,000
平方米，是福建三愛現有製劑生產廠房面積的5倍。新增的生產線一旦投入運作後，

產能將會是現時的3倍。這次福建三愛製劑生產線擴建計劃作重大改變，說明管理
層不僅只考慮目前的生產需要，對中長期的業務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現時競爭激烈的醫藥品市場將會出現整合，令整體市場運作更具規範。本公司積

極尋求市場的併購機會，進一步壯大企業規模。現時，本公司正洽購中藥產品及西
藥產品兩家公司，預期年底前能落實其中一個專案。

展望

中國的醫藥行業屬於朝陽行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二零零六年中

國的醫藥行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人民幣5,323.7億元，同比增長達18%，呈現相對平
穩的增長態勢。隨著國家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人們收入繼續增加，個人醫療開支持續上

升，參加醫保的人數不斷增加；政府也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在醫療衛生領域投放大量資
源。我們預計，在往後幾年仍然會保持這個高速的增長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自四月份作出最新一次的醫藥品調價後，本公司認為日後的藥

品價格會更加以市場作為主導，武夷藥業作為一家具規模的醫療集團企業對前景充滿
信心，隨著中國政府對醫療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對醫藥行業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

醫藥生產企業將被要求更加嚴格、更加規範，這對於具備資金優勢、技術優勢、品牌優
勢及規模優勢的規範經營的醫藥生產企業創造了良好的商機。

武夷藥業已經具備了快速發展的基本條件，本公司的發展前景將十分樂觀的，管理層相

信武夷藥業能夠始終保持健康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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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一 營業額

本公司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24.6%達至人民幣299,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240,000,000元）。本公司於去年下半年推出市場的硫酸阿米卡星
注射液等五種新增加的藥品品種，於業績期內為本公司之銷售收入獲得良好的反

映。同時，本公司於今年六月份從本公司100多個批准文號中篩選推出了複方慣眾
阿斯匹林等3個新增加的藥品品種，其效益則在業績期內也有所表現。該新增加產

品品種合共佔整體銷售收入約7.2%。此外於上半年本公司推出丙谷二 原粉的原
料藥生產和銷售，原料藥的自產不但能降低了諾賽 注射液的生產成本，提高毛利

率，且於業績期內，該原材料對外銷售也增加了本公司之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16,000,000元。

上半年之營業額仍然由西藥產品帶動，錄得營業額人民幣198,000,000元，佔整體

營業額 66.2%，較去年同期增加 59.7%，（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124,0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51.7%)。中藥產品之營業額為人民幣101,000,000
元，佔整體營業額33.8%，較去年同期減少12.9%（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116,0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48.3%）。最高銷售仍然為西藥之諾賽 注射液，其實

現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52,000,000元，佔整體銷售收入約17.4%（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46,000,000元，佔整體銷售收入約19.2%）。而五大最高銷售產品銷

售收入約為人民幣169,000,000元，佔整體銷售收入約56.5%（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人民幣142,000,000元，佔整體銷售收入約59.2%）。

一 毛利及毛利率

本公司毛利較去年同期增長26.1%至人民幣148,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人民幣118,000,000元），而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6個百分點至49.6%（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49.0%）。毛利及毛利率增長的主要原因為銷售收入持續增

加，產品結構不斷優化，生產高回報、高效益的品種；另一方面是本公司不斷從100
多個批准文號篩選出有市場前景的品種推出市場銷售，增加了銷售收入；此外本

公司於本年二月起自行生產最高銷售之產品諾賽 注射液所需的原粉－丙穀二 ，
自產原粉成本較外購成本大幅下降，使得毛利率由51.4%得以大幅提高至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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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溢利

此外於業績期內，本公司國內之主要全資附屬公司獲減免所得稅兩免三減半之稅

務優惠(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六個月稅項支出：人民幣33,706,000元 )，令期內
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112.4%達至人民幣142,817,000元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67,227,000元）。此外本年上半年之主營業務稅
金較上年同期下降人民幣3,936,000元 ,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國內之主要全

資附屬公司於免稅期間獲免交了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從4％降至1％。最後，行政
費用增加至人民幣21,969,000元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7,394,000元）主

要為本公司於本年二月一日於香港交易所以上市後之行政專業費用與香港及國際
股份配售時有關專業費用支出合共約人民幣11,300,000元。

－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直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

及現金約為人民幣 981,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0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為人民幣35,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43,000,000元）。所有短期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及以市場現行利率
計息。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任何對沖用途。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率（相當於短期銀行借貸對總權益的

比率）為3.0%（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1%）。

－ 匯率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本
集團業務從未因貨幣匯率波動而遭遇重大困難或承受負面影響。儘管本集團有若

干港元銀行結餘，但本集團實行審慎的理財政策，所有銀行結餘均以人民幣及港
元進行交易。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銀行負債、外匯期貨合約、

外匯利息或外匯掉期或其他用作對沖的金融衍生工具。因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
大利率及匯兌風險。

－ 重要收購及出售投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要收購及出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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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為346名。本集團按現行市場薪酬水

平、個人資歷及表現釐定員工薪酬。薪酬待遇包括表現花紅及獲發購股權之權利，
並作定期檢討。

－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約人民幣4,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之土地使用權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短期銀行借貸之擔保。此
外，傢具、固定裝置及設備賬面淨值人民幣5,858,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898,000元）包括融資租賃資產人民幣21,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就於聯交所主板進行首次公開發售而發行新股之所得款

項，扣除上市開支後為約692,500,000港元（包括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就超額配股權
所籌得款項約114,5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分別向兩間主要附屬公司福建三愛及福州三愛藥業有限公司

（「福州三愛」）注資約233,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30,000,000元）及約
116,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15,000,000元）。注入該等附屬公司之資金預

期作為興建及擴建褔州及建陽之新廠房及生產線。此外，約62,000,000港元（相等
於約人民幣62,000,000元）已用作償還林歐文先生之收購褔州三愛40%權益之免

息股東借貸。

所得款項之餘額已存入香港及中國之持牌商業銀行作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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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因此，本公

司並無建議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授
出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取利益之權利，或彼等並

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彼等
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得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有關權利。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透過本公司全體股東通過決議案之形式採納購股權計

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

則條文。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涵蓋之整段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之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之規定。林歐文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職務。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便於執行本公司之業務策略

以及提升其經營之效力。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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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本身有關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詳細

垂詢後，本公司已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完全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有關標準。



– 17 –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3.10(2)條之規定，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有財務管理專長。獨立非執行董事履歷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
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及釐訂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之適當薪酬政策，及不時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負責釐訂物色具適合資格之
候選人之基準、審閱董事會之董事委任提名及就任何建議之變動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

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負責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及批准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

遵守適用之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例之規定，且已作出充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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