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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LIMITED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05)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二零零八年

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201,730  1,210,263
銷售成本  (978,242)  (930,446)
毛利  223,488  279,817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11,176  (85,382)
分銷成本  (113,900)  (129,513)
行政開支  (144,993)  (150,636)
其他開支  (3,388)  (1,755)
收回衍生金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  62,196
融資成本  (1,359)  (4,741)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5,246  10,725
 聯營公司  (417)  36,501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減值  -  (2,150)
除稅前溢利／（虧損） 3 (24,147)  15,062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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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續)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利／（虧損） 3 (24,147)  15,062
稅項 4 (71)  8,012
    
期內溢利／（虧損）  (24,218)  23,07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218)  23,074
 少數股東權益  (2,000)  -
  (24,218)  23,074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 
  （虧損）－（港仙） 

5   

基本  (2.63)  2.72
    
 攤薄  不適用  2.69
    
每股股息 — （港仙）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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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利／（虧損）  (24,218)  23,07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8,129  3,730
    
期內總全面收益  (16,089)  26,804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4,089)  26,804
  少數股東權益  (2,000)  -
    
  (16,089)  2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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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5,606  698,201
投資物業  29,437  28,536
預付土地租賃款  25,961  26,312
發展中物業  86,689  84,191
商譽  857  857
其他無形資產  14,525  15,088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22,057  119,727
於聯營公司之權益  45,396  42,685
可供出售投資  7,272  7,272
遞延稅項資產  8,703  7,301
已繳按金  7,887  8,138
非流動資產總值  1,014,390  1,038,308
   
流動資產   
存貨  48,606  99,650
應收賬款 6 354,239  376,853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53,316  100,517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65,692  41,728
衍生金融工具  299  667
可收回稅項  8,981  8,529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423,606  431,400
流動資產總值  954,739  1,059,344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7 99,947  110,3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90,950  257,887
衍生金融工具  44  2,803
應付稅項  78,042  80,393
計息銀行借款  50,000  70,000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1,327  1,223
流動負債總值  420,310  522,636
   
流動資產淨值  534,429  536,708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548,819  1,57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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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續) 
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零八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減流動負債之資產總值  1,548,819  1,575,016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2,074  2,231
遞延稅項負債  43,696  45,234
非流動負債總額  45,770  47,465
   
資產淨值  1,503,049  1,527,551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行股本  169,168  169,168
 儲備  1,292,656  1,306,700
 建議末期股息  -  8,458
  1,461,824  1,484,326
   
少數股東權益  41,225  43,225
   
股權總額  1,503,049  1,52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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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錄16所載之適用披露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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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全年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多項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 1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財務工具： 
    呈列」和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 
    報表的呈列」－可贖回金融工具及清 
    盤產生的承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和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號「合併和獨立財務報表」－ 
    對附屬公司，合營公司或聯營公司的 
    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股份支 
    付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改善金融工具的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衍生工具 
   － 詮釋第 9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 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度計劃 
   － 詮釋第 13 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產建造協議 
   － 詮釋第 15 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 詮釋第 16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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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政策 (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零零七年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修訂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之標題），並導致多項呈列及披露方式變更。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露

準則，要求以內部使用的用於資源在各個分類的分配及評估其業績的內部報表為基

礎，重新指定集團的報告分類。而之前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類報告中要求應用風

險報酬法來確定兩種分類方式（業務分類和地理分類）。以往年度，本集團的主要分

類為業務分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採用並未造成本集團的報告分類與以往按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定的業務分類的不一致。採納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列方式並無重大影

響。故此，概無需要作出任何上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應用下列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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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金結算的股份支付款項之 
    交易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金融工具： 
    確認和計量」－ 符合條件的對沖 
    項目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金資產 2 
   － 詮釋第 17 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資產由客戶轉讓 3 
   － 詮釋第 18 號 
 
 1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將影响本集團對於收購日為二零一零年一月

一日或之後的企業合併之會計處理。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將影响本集團
對於附屬公司所佔權益變動的會計處理。本公司董事預計採用其他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並不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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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類資料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各自業務之經營性質與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獨立地構成和管理。營運分類按照與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貫

徹一致的方式報告。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媒體 貿易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729,471 845,067 470,449 363,338 1,810 1,858 - - 1,201,730 1,210,263 
分類業務間之銷售 - 1 - - 80,838 62,700 (80,838) (62,701) - -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 

  淨額 1,087 10,536 188 1,520 9,901 (35,242) - - 11,176
 

(23,186) 
分類業務間之其他收入 - - - - 776 745 (776) (745) - - 
總計 730,558 855,604 470,637 364,858 93,325 30,061 (81,614) (63,446) 1,212,906 1,187,077 
  
分類業績 (31,286) 13,400 6,285 7,537 (2,616) (46,210) (27,617) (25,273) 
融資成本 (1,359) (4,741) 
應佔下列公司溢利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198 10,263 - - 1,048 462 5,246 10,725 
  聯營公司 (417) - - - - 36,501 (417) 36,501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減值 - - - - - (2,150) -
 

(2,150) 
    
除稅前溢利／（虧損）   (24,147) 15,062 
稅項   (71) 8,012 
    
期內溢利／（虧損）   (24,218) 2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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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利／（虧損） 
 
 除稅前溢利／（虧損）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無形資產  558  563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確認  351  351
折舊  40,829  38,103
投資收入  (390)  (4,823)
來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5,197)  (622)
公平值虧損／（收益）之淨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7,010  63,762
  衍生金融工具–不符合對冲資格之交易*  (3,692)  46,847

 
* 包括於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期內共 62,196,000 港元之若干商品合約及遠

期貨幣合約公平值虧損已從一名僱員收回。 

 
4. 稅項 
 
 香港利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 16.5%（二零零八年：16.5%）稅

率撥備。於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利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有業務經營之國家之現行稅率，

並按當地現行法例、詮釋及慣例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期內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651  3,174
      其他地區  1,185  20
    其他地區  910  2,95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12,957)
遞延  (2,675)  (1,207)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71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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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利／（虧損） 
 
 每股基本溢利／（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虧損）及期內

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計算。 

 
 由於兌換尚未行使之購股權對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期內之每股基本虧損具

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列本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期內之每股攤薄溢利乃按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利之該

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計算。計算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為計算每

股基本溢利所用之該期內已發行之普通股數目，以及假設普通股加權平均數於所有具

攤薄潛力之普通股被視作獲行使或兌換成普通股時已以無償形式發行。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利／（虧損）乃按下列基準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溢利／（虧損）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虧損）  (22,218)  23,074
    
  股份數目 
股份    
期內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用作計算每股 
  基本溢利／（虧損） 

  
845,837,537 

 
847,655,493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購股權  -  9,565,702
    
  845,837,537  857,22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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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69,351  394,137
減值  (15,112)  (17,284)
    
  354,239  376,853

 
 除了新客户一般須提前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户之貿易主要採取記賬形式進行，信貸

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户可延長至三個月。各客户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

尚未清償應收賬款維持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儘量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

理層經常檢討逾期未付之結餘。考慮到上述各項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乃與大量多元化

客户有關，故並無信貸風險集中之情況。應收賬款為免息。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63,219  256,334
31至60天  32,957  53,428
61至90天  26,166  30,444
91至120天  9,220  13,397
超過120天  37,789  40,534
    
  369,351  39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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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票據根據款項到期日之賬齡分析載列如下： 
 

  二零零九年  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

  (未經審核)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74,928  91,411
31至60天  19,824  5,547
61至90天  948  2,217
91至120天  841  599
超過120天  3,406  10,556
    
  99,947  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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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包括報章、雜誌、招聘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業

務。此外，本集團亦從事貿易和其他非媒體業務。 
 
由於全球金融危機持續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本集團於二零零九年上半年的業績受到不利

影響。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期內」），本集團的綜合收入為約

1,201,700,000 港元，相較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去年同期」）約

1,210,300,000 港元輕微下跌 0.7%。本集團的媒體業務因廣告市場萎縮而受挫，然而本集團

的貿易業務營業額有所增長，在很大程度上彌補了媒體業務收入的縮減。雖然媒體業務量

下降，但其相關的銷售成本未能相應足夠下調，尤其是白報紙價格的調整出現滯後，未及

抵銷業務上的縮減。因此，本集團於本期內錄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 22,200,000 港

元，而去年同期則為溢利約 23,100,000 港元。 
 
媒體與媒體相關業務 
 
本集團的媒體業務的收入由去年同期約 845,100,000 港元減至本期內約 729,500,000 港元。

於二零零九年上半年，金融海嘯的衝擊繼續影響著整體經濟。投放在香港的平面媒體的廣

告開支按年下跌 11%。儘管本集團採取積極措施節省開支和提升效率，但白報紙成本於本

期內部分時間仍相對較高，因而拖低了媒體業務的盈利表現。媒體業務的分類業績由去年

同期盈利約 13,400,000 港元降至本期內虧損約 31,300,000 港元。 
 
報章 
 
在嚴峻的市場環境下，《星島日報》繼續不懈為中產讀者提供一份優質的報章。憑藉穩固

的業界地位及卓越的編採質素，《星島日報》成功保持其市場份額。於本期內，《星島日報》

的讀者人數在高收入讀者類別中錄得增長，在經濟下滑的情況中逆流而上。《星島日報》

繼續專注於優化報章內容，及為讀者提供增值，尤其是在教育及生活副刊版，同時亦強化

｢星島網｣各方面的內容與服務。廣告收入雖於本期內有所下降，但隨著大幅拓展高質消費

產品及教育類別的廣告，收入來源已更趨多元化。 
 



 14

於本期內，儘管市況艱困，《頭條日報》仍然表現出色。《頭條日報》的每日平均發行量維

持逾 700,000 份，繼續穩據全港第一免費報章之位。根據 Synovate Media Atlas 的統計顯示，

其讀者人數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止十二個月錄得按年增長 10%；《頭條日報》憑此優勢締

造強大的廣告效益，為其廣告客戶帶來持續有效的廣告回報。而 admanGo 的統計亦指出《頭

條日報》為於二零零九年上半年唯一錄得廣告量增長的免費報章。同時，《頭條日報》的

廣告客戶多元化，重點類別從零售及化妝品到個人理財及教育，遍及各行各業。 
 
《英文虎報》於本期內的表現較預期理想。縱然廣告收入因經濟低迷而受壓，但《英文虎

報》成功搶佔新的廣告類別，開拓新收入來源之餘，亦大大提高其於廣告商之間的認受性。

透過不斷加強內容，包括獨家新聞故事及為讀者度身訂造的本地新聞和資訊的報道，該英

文免費報章亦得到愈來愈多讀者的支持。根據 Synovate Media Atlas 的統計顯示，於截至二

零零九年六月止十二個月，《英文虎報》的讀者人數錄得按年增長 14%。 
 
北美和歐洲的經濟遭受重創，持續蕭條，因而拖累《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於本期內的表

現。一些競爭對手相繼退出市場，足見行內業務衰退嚴重。《星島日報》的海外業務一方

面致力於精簡營運和控制成本，以維護其財務業績，同時亦抓緊機會進行編採方面的提升

及創新，穩守發行量之餘更進一步擴大讀者市場份額。 
 
雜誌 
 
本集團雜誌業務於本期內的表現與市場同步。作為該業務的旗艦雜誌，《東周刊》的增長

勢頭因市場下滑而略受影響，但憑藉其高質素的內容及優質的客戶基礎，該雜誌的表現仍

勝 於 預 期 。 為 擴 大 其 市 場 覆 蓋 率 ，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 東 周 刊 》 推 出 網 站

www.eastweek.com.hk。《東周刊》的發行量及廣告量於最近數月均告回升，預期一旦市況

轉穩，該業務將恢復上升趨勢。而《東 TOUCH》和《JET》等定位較有針對性的雜誌，由

於其廣告客戶主要來自消費和品牌產品行業，故於本期內所受影響較大。儘管如此，該業

務致力透過各種活動及特刊以擴充收入，同時亦藉此提高該等雜誌的品牌知名度。 
 
招聘媒體 
 
自金融海嘯爆發以來，香港的招聘廣告市場急轉直下，於二零零九年上半年期間，失業率

一直高於 5%。平面媒體上刊登的招聘廣告總量較去年上半年下跌 51%，而招聘廣告持續

從平面媒體轉向網上媒體更令情況雪上加霜。鑑於市場萎縮及行業的結構性轉變，本集團

的招聘媒體業務重新調整策略，重點發展網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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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媒體業務 
 
貿易 
 
本集團的貿易業務於本期內錄得收入約 470,400,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約 363,300,000 港元

增長 29.5%。然而，貿易業務的分類溢利在本期內下跌至約 6,300,000 港元，去年同期則為

約 7,500,000 港元。基於經濟環境欠佳，該業務採取薄利多銷的策略，將溢利率下調以爭

取較高的銷售營業額，從而維持其溢利水平。 
 
展望 
 
隨著廣告市場回暖及白報紙成本降至較低水平，本集團的媒體業務逐步企穩並重拾升軌。

管理層對於下半年的前景持審慎樂觀態度。近來數月香港的地產和金融市場有所反彈，而

且目前市場普遍認為是次全球金融危機的最壞時刻經已過去，但經濟全面復甦仍處初期。 
 
在金融海嘯的衝擊下，本集團旗下的免費報章業務展現出其強大的潛力，本集團將繼續著

力發展此業務領域。同時，本集團亦將一如以往對瞬息萬變的市況迅速作出反應及調適，

以充分利用本集團的競爭優勢及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經營集團業務。 
 
僱員 
 
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280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其僱員之個人表現及其業務之業績，給予僱員具吸引力之薪酬及福利，以吸引

及挽留優質員工。其他僱員福利包括醫療保險、酌情花紅、認股權及公積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佈就本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去年同期：2港仙），並於二零零九年

十月七日（星期三）派予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名列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

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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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止

（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將不會辦理任何股份轉讓。

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必須不遲於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

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贖回，以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內已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當中

有偏離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因有未能預計之商業事務處理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零

零九年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 
 
遵守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在進行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錄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所列明之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論有關內部監管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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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怖  
 
本公佈在聯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 上登

載 。 二 零 零 九 年 之 中 期 報 告 亦 將 在 聯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ingtaonewscorp.com 上登載，並將會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零零九年九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執行董事：何柱國先生（主席）、盧永雄先生（行政
總裁）、邢珠迪女士、賈紅平先生、黎廷瑤先生、劉仲文先生、施黃楚芳女士及楊耀宗先
生；(2)非執行董事：梁振英先生；以及(3)獨立非執行董事：Timothy David DATTELS 先生、
何超瓊女士、金元成先生、李祖澤先生及董建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