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SI cover ARTWORK 9/13/01, 3:32 PM2-3



公司資料

董事局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家瑋教授

郭琳廣先生

董事

辛樹林先生

楊偉堅先生

胡一鳴先生

許偉明先生

姜國芳先生

陸文清先生

公司秘書
楊偉堅先生

註冊辦事處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1903室

電話：(852) 2522 2101

傳真：(852) 2810 6789

電郵地址： enquiry@firstshanghai.com.hk

網址：www.firstshanghai.com.hk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律師
齊百禮律師行

諸立力律師行

顧增海律師行

主要來往銀行
中信嘉華銀行

渣打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

股票登記及過戶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

合和中心十七樓

Job: First Shanghai  Name: C9049IR  Job No. 0109049



中 期 報 告 2001

1

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

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內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83,068 154,455
銷售成本 (150,795) (126,110)

毛利 32,273 28,345
分銷成本 (19) (1,329)
行政費用 (34,390) (24,873)
其他營運收益 21,144 4,439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2 及 3 23,804 14,233
財務成本 (111) (195)

應佔之溢利減虧損
聯營公司 11,164 10,828
共同控制企業 18,898 12,285

除稅前溢利 53,755 37,151
稅項 4 (7,147) (6,630)

除稅後溢利 46,608 30,521
少數股東權益 (1,228) (1,641)

股東應佔溢利 45,380 28,880
撥往資本贖回儲備 10 (216) (86)

本期溢利滾存 45,164 28,794

每股盈利—基本 5 4.1 仙 2.6 仙

每股盈利—全面攤薄 5 4.0 仙 2.5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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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重列數字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1）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6 156,747 160,203
聯營公司投資 273,175 273,199
共同控制企業投資 272,942 276,556
投資證券 83,625 79,923
貸款及墊款 10,000 —

流動資產
存貨 1,237 1,158
其他投資 34,193 24,931
貸款及墊款 — 16,452
應收帳項及預付款項 7 81,899 61,758
應退稅項 54 3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000 13,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7,224 204,952

397,607 322,289
------------- -------------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費用 8 55,865 65,421
應付稅款 3,893 3,016
短期銀行貸款及透支

— 有抵押 10,063 —
— 無抵押 2,795 2,795

72,616 71,232

流動資產淨值 324,991 251,0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21,480 1,040,938

資金來源：
股本 9 227,521 222,756
儲備 10 701,620 651,970
滾存溢利 11 148,917 120,444

股東資金 1,078,058 995,170
少數股東權益 43,422 45,768

1,121,480 1,04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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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轉報表

未經審核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34,787) 12,684
------------- -------------

來自投資回報及融資付款之淨現金
（流出）／流入 (1,242) 31,353

------------- -------------

支付稅項總額 (376) (235)
------------- -------------

來自投資業務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7,340 (18,751)
------------- -------------

來自融資之淨現金流入 14,387 26,425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額 55,322 51,476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4,952 239,333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3,113) (2,762)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7,161 288,0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 結餘及現金 280,224 301,047
銀行透支 (10,063) —
減：已抵押銀行存款 (13,000) (13,000)

257,161 28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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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報表

未經審核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各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
企業收購後之儲備 10 (2,789) (1,577)

折算各附屬公司之匯兌差額 10 (2,437) (2,148)

未於損益帳確認之淨虧損 (5,226) (3,725)

股東應佔溢利 45,380 28,880

已確認損益總額 40,154 2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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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中期帳目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簡合中期帳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
準則」）第25號 「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本簡明中期帳目應與二零零零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中期帳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止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帳目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
準則後，已更改若干會計政策，該等會計實務準則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租賃」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分部報告」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更及採納此等新政策之影響載列如下：

(a)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按照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本集團於結算日後擬派或宣派之股息不再於結算
日確認為負債。此項會計政策之變更已追溯至往年度，因此，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列作流動負債的擬派末期息16,709,000港元已重新列帳並放置於股東資金
項下。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該年度之損益帳中，有關股息及年度
保留溢利過往呈列之標題亦已作出更改，以反映因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而引致之變更。

(b)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租賃」

在本簡明中期帳目附註13(b)中，本集團已按照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的規定披
露所有須在未來支付而不可撤銷之最低租賃支出。於二零零零年年報中，本集團已
披露須在未來十二個月支付之營運租賃承擔。有關之比較數字已重新列帳。

(c)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分部報告」

在本簡明中期帳目附註2中，本集團按照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所界定披露分部收益及
業績。按照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將業務分部資料以主要報告形式呈列，
而地區分佈資料則以次要報告形式呈列。本集團亦有呈報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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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業務及地區之營運分析

本集團於期內以主要業務及地區作分析之營業額及營運溢利貢獻如下：

營業額 營運溢利貢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主要業務：
證券買賣及投資 140,005 112,611 11,206 7,946
集裝箱及儲運服務 23,887 24,542 3,175 3,056
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 18,089 16,649 3,773 7,392
投資控股、物業持有、

    管理及資訊科技服務 1,087 653 854 (11,812)

183,068 154,455 19,008 6,582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23,804 14,233

地區：
香港 158,731 129,320 6,986 3,481
中國大陸 24,239 24,959 11,624 2,923
其他 98 176 398 178

183,068 154,455 19,008 6,582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23,804 1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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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溢利

未經審核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溢利已計入並扣除以下項目：-

計入：
利息收入 5,143 7,773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94 330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432 622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10,117 —
出售一共同控制企業權益之收益 9,719 —
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 1,142 4,810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1,356

扣除：
折舊 5,559 4,686
集裝箱儲運及貨運代理服務的直接費用支出 19,832 19,656
出售其他投資之成本 129,973 106,450
投資物業之支出 96 181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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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 （二零零零年：16%) 提撥準備。海外
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未經審核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 1,171 2,390
往年度準備之餘額 (3) —

海外稅項
本年度稅項 69 121
往年度準備之餘額 — (116)

應佔稅項：
聯營公司 1,224 1,410
共同控制企業 4,686 2,825

7,147 6,630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45,380,000港元 （二零零零年：28,880,000
港元）及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114,612,677股  （二零零零年：
1,124,183,281股）而計算。每股全面攤薄盈利乃根據1,131,139,292 （二零零零年：
1,170,178,467股）普通股計算，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加上假設所有未
行使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 （但在期內行使價高於每股市值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因沒有攤
薄盈利的影響而並未計算在內）皆已行使而被視作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數16,526,615
股 （二零零零年：45,995,186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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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定資產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初帳面淨值 160,203 159,853
添置 8,475 13,041
出售 (276) (2,143)
收購一附屬公司 — 77
出售附屬公司 (6,096) —
折舊 (5,559) (10,625)

期末帳面淨值 156,747 160,203

7. 應收帳項及預付款項

包括於應收帳項及預付款項項下之應收貨款及其帳齡分折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31,738 17,722
31至60日 4,275 4,590
61至90日 1,614 775
超過 90日 1,720 —

39,347 23,087

本集團的大部份應收貨款均有三十至六十天信用期。

8. 應付帳款及費用

包括於應付帳款及費用項下之應收貨款及其帳齡分折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6,534 4,977
31至60日 102 149
61至90日 — 423

16,636 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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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

每股0.2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註冊股本：

於期／年初及期／年末 2,000,000,000 400,000 2,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一年及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1,113,779,705 222,756 1,115,949,405 223,190

行使認股讙（附註 (a)） 1,520,000 304 9,646,300 1,929
行使認股權證（附註 (b)） 23,384,000 4,677 — —
股份回購（附註 (c)） (1,080,000) (216) (11,816,000) (2,363)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7,603,705 227,521 1,113,779,705 222,756

附註：

(a) 根據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採納的一項認股權計劃，本公司之董事局可邀請本公
司之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之僱員接納認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於期間，已行使之
認股權為1,520,000份，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為61,588,836份其行使價由每股0.283港元
至0.816港元不等而其行使到期日界乎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九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六
日之間。.

(b)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仍有本公司的認股權證未被行使，其持有人可於發行日
起至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包括該日）期間以每股0.62港元認購新股。假若此等認股
權證被全數行使，本公司需額外發行22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已行使之認股權證為23,384,000份而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則為196,616,000份。

(c) 在期內，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購回1,08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2港
元之普通股股份，總代價454,40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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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備

股份溢價 土地及
及認股權證 資本贖回 投資物業 樓宇

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570,737 18,551 10,171 964 49,582 (2,401) 647,604
重新分類 — — — (964) 964 — —
行使認股權及

 發行股份之溢價 1,415 — — — — — 1,415
認股權證配售
扣除支出 25,124 — — — — — 25,124

股份回購 (2,666) — — — — — (2,666)
購入一共同控制企業之
商譽撤除 — (16,696) — — — — (16,696)

購入一附屬公司之商譽撤除 — (1,857) — — — — (1,857)
視作購入一聯營公司
產生之負商譽 — 943 — — — — 943

撥回出售一聯營公司部份
權益之已撤除商譽 — 112 — — — — 112

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
企業收購後儲備 — 537 — — — — 537

出售土地及樓宇 — — — — (964) — (964)
股份回購時滾存溢利轉入 — — 2,363 — — — 2,363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帳項之
匯率差異 — — — — — (3,945) (3,945)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4,610 1,590 12,534 — 49,582 (6,346) 651,970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594,610 (11,720) 12,534 — 49,582 (6,346) 638,660
聯營公司 — 13,521 — — — — 13,521
共同控制企業 — (211) — — — — (211)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4,610 1,590 12,534 — 49,582 (6,346) 6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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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儲備（續）

股份溢價 土地及
及認股權證 資本贖回 樓宇

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594,610 1,590 12,534 49,582 (6,346) 651,970

行使認股權及

發行股份之溢價 72 — — — — 72
股份回購 (239) — — — — (239)

行使認股權證之

溢價扣除支出 9,788 — — — — 9,788

撥回出售附屬公司部份

權益之已撇除商譽 — 1,838 — — — 1,838

撥回出售一共同控制

企業權益之已撇除商譽 — 43,201 — — — 43,201
應佔聯營公司收購後之儲備 — (2,789) — — — (2,789)

股份回購時滾存溢利轉入 — — 216 — — 216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帳項之

匯率差異 — — — — (2,437) (2,437)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604,231 43,840 12,750 49,582 (8,783) 701,620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604,231 (9,882) 12,750 49,582 (8,783) 647,898
聯營公司 — 10,732 — — — 10,732
共同控制企業 — 42,990 — — — 42,990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604,231 43,840 12,750 49,582 (8,783) 7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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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滾存溢利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如前呈報 103,735 64,428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之影響 16,709 —

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重列數字 120,444 64,428

撥往儲備 (216) (2,363)
本期 ／ 本年盈利 45,380 58,379
已付及應付二零零零年末期股息 (16,691) —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8,917 120,444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91,687 87,366
聯營公司 (2,295) (12,235)
共同控制企業 59,525 45,313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8,917 120,444

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帳目中列帳但在結算日後才擬派或宣派之末期股
息為16,709,000港元。根據本集團在附註1(a)所述之新會計政策，現將該數額在其擬派發
之期間列帳並已將該數額撥回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滾存溢利中。

12. 或然負債

自上年度之年報結算日起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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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4,282
己授權但未訂約 — 1,236

— 5,518

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業之資本承擔
（未包括在上列數字）如下：—

已訂約但未撥備 7,203 1,615

(b) 營運租賃承擔

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下列於土地及樓宇項下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
而須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總租賃支出如下：

未經審核 重列數字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第一年內 2,203 551
第二至第五年內 （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545 2,992

3,748 3,543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本集團同意以代價約29,000,000港元出售其持有一共同控制企業
 — 昆山華東國際物流服務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預期收益約為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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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儘管香港的經濟放緩，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仍然錄得大幅

度的盈利增長。於期內出售一物業發展項目及於宏景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之權益為本

集團帶來約20,000,000港元之盈利貢獻。本集團會善用其資源於本身專注的業務上。

在上半年，香港的資本市場活動呈顯著的放緩跡象。香港股市的平均每日成交量由

去年同期的144億港元下降至本年同期的93億港元，降幅達35%。證券經紀業務及

企業融資業務均受到日漸疲弱的投資氣候的不利影響。然而，本集團依然能在此氣

候下擴展其業務。為了加強營運的基礎設施以維持未來的業務增長，營運開銷因而

有所增加從而導致該等業務的營運溢利下降。

在本回顧期內，資產管理部的表現優異，由證券買賣及投資而產生的盈利貢獻增長

了41%至約11,000,000港元。

中國置業（控股）有限公司的表現令人滿意。有關出售其現有投資項目的行動將繼續

進行。

在二零零一年的上半年，好孩子兒童用品有限公司（「好孩子」）在營業額及股東應佔

溢利兩方面均錄得穩定的增長。面對國內的強烈競爭，好孩子投入更多的資源於開

發海外市場。享有在中國生產成本較低的優勢，好孩子成功地以具競爭力的價格及

優質的產品擴展其在美國及歐洲的市場。

上海中創國際集裝箱儲運有限公司（「中創國集」）的集裝箱運輸業務受到上海整體集

裝箱運輸量增長放緩所影響，但由於成本控制得宜，其利潤仍有輕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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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中國B股市場開放給本地的投資者參與。由於越來越多企業選

擇在國內募集外㶅資金，預期B股市場將有大幅的增長。本集團的財經服務部將尋

求成為B股市場的活躍參與者。至於在香港的運作，為了能提供更全面的服務及配

合投資者的需要，財經服務部將在九月份推出期貨經紀服務。

繼引入中國商業發展基金（美國國際集團投資公司之直接投資基金）及SB China

Holdings Pte Ltd. （Softbank Corporation 之附屬公司）兩名策略投資者後，好孩子現

正進行上市的準備。我們相信上市的地位能幫助好孩子加強其在兒童用品行業的領

導地位。

有見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將繼續對重要的行業進行改革，相信會為投資

者帶來很多商機。我們預期本集團的企業融資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亦會受惠於中國

證券市場之革新。除此之外，中創國集及本集團在中國的其他投資項目亦會隨著中

國經濟的起飛而獲益。

作為一家有動力的上市企業，本集團會充份利用其現有業務之穩定回報並掌握新機

會收購有潛力的項目以增加股東們的回報。我們深信在貫徹執行此策略下，在中國

的相繼投資將會在未來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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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折

業績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比去年同期增加57%

至約45,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亦增加58%至4.1港仙。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比去年同期的154,000,000港元增加19%至183,000,000

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本集團以代價67,000,000港元出售於一共同控制企業的所有權

益，因此而獲得的收益約10,000,000港元。該共同控制企業之業務是發展一幢位於

北京市之地產物業。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本集團將其在宏景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性股權以代價

20,000,000港元出售，因此而獲得的收益約10,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主要倚賴內部資源應付業務及投資活動的資金需要。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現金儲備約有260,000,000港元而資本負債比率（總

負債但不包括少數股東權益對股東資金）僅為7%。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有價

證券投資約為60,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交易及記帳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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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489名員工（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450

名），其中428名為中國大陸之員工。僱員之薪酬按表現釐定，每年檢討一次。除基

本月薪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計劃、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及僱員股權計劃。

本集團亦會按需要向員工提供訓練課程。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帳面總淨值約為94,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6,000,000港元）之集團物業及13,000,000港元定期存款（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3,000,000港元）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及一般融資額達118,000,000港元（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000,000港元）之擔保。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已運用的銀行透支額度為10,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本公司連同其他人士為一共同控制企業提供企業擔保以獲得銀行貸款，最高額度為

70,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00,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零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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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依據證券 （公司權益）條例 （「公開權益條

例」）第29條設置之登記冊記錄，在本公司或其連繫機構持有之實益股份權益如下：

所持認股
普通股股份數目 權證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公司權益 公司權益

勞元一先生 42,008,000 — 75,308,000 21,984,000
辛樹林先生 2,000,000 — — —
吳家瑋教授 — 72,000 — —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公開權益條例，各董事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連繫機構之股份及認股權證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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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益

本公司依照公開權益條例第29條規定而設置之登記冊所載，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下列董事持有本公司之認股權如下：

根據認股權
授出之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普通股數目

勞元一先生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至 22,842,000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楊偉堅先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 13,375,864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辛樹林先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 10,337,620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胡一鳴先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至 3,300,000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此等認股權乃於過往年度授予，而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仍未被行使，及可於

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及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之間的到期日前按每股0.283港元至

0.816港元行使。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楊偉堅先生已行使520,000

認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行使價為每股0.283港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

之任何證券權益而須根據公開權益條例第28條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申報或須根據公開

權益條例第29條登記於該條內提及之登記冊內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證券買賣標準

守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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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依照公開權益條例第16（1）條規定而設置之

登記冊所載，以下各方確實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權益：

持有本公司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中國置業 （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置業」） 230,240,000
勞元一先生 117,316,000

本集團相反地持有中國置業25,162,866股股份，佔該公司己發行股本33.82%。因此

中國置業亦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除上述股份權益外，據董事會所知，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人士直接

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在聯交所購回本身之股份之詳情

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一年一月 496,000 0.445 0.435 220,901
二零零一年二月 584,000 0.400 0.395 233,508

1,080,000 45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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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購回之股份已由本公司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按照已註銷股份之面值相

應減少。與註銷股份面值相等之數額216,000港元已撥往資本贖回儲備項下。而股

份購回所付之餘額及應付之經紀費用已從股份溢價帳中扣除。

除上文披露之股份回購外，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期內均無購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

於聯交所上市之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與董事會討論有

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帳目。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沒有指定之聘任條件，其連任重選仍須根據本公司之組

織章程細則於每年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被重新考慮。

除上文所述者外，根據各董事意見，本公司於期內均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

承董事局命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