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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6）

二零零四／零五年全年業績公佈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056,288 1,197,100
銷售成本 (1,898,350) (1,058,812)

毛利 157,938 138,288
其他經營收入 29,115 11,304
利息收入 8,421 4,024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0,853) (96,984)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436) (18,552)
呆賬撥備 (23,491) (32,543)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14,000) －

經營業務溢利 4 2,694 5,537
融資成本 (32,134) (14,798)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16,212) (63,65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89 (5,72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7,502) －
視作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5 －

稅前虧損 (51,020) (78,640)
稅項 5 (10,504) (8,99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虧損 (61,524) (87,630)
少數股東權益 389 2,445

期／年內虧損 (61,135) (85,185)

每股虧損－基本 6 (19.1)仙 (37.9)仙

附註：
1. 更 改財政年度年結日

期內，董事會議決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財政年度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以讓本集團按半年基準編製及更新
其財務業績，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中國成員公司年結日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本集團本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十五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比較期間，故不一定可作比較。預期呈報日期不會有任何進一步變動。

2. 採 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下文統稱「新香港財
務申報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適用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董事會議決自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提早採納以下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 無形資產

3. 分 類資料
業務分類
為配合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大營運部門－製造及買賣電纜及電線、銅桿及接插件與仿真植物。於本期間，收購星采控股後，仿真植物已成為
新主要部門。該等部門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所按之基準。
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電纜及電線 銅桿 接插件 仿真植物 其他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07,486 1,041,881 147,708 40,710 18,503 － － 2,056,288
類別間銷售 11,765 191,329 679 － － (203,773 ) － －

銷售總額 819,251 1,233,210 148,387 40,710 18,503 (203,773 ) － 2,056,288

類別間銷售乃按成本支銷。
業績
分類業績 (30,197 ) 40,348 13,608 2,303 (20,931 ) 5,13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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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5,901 5,901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8,338 ) (8,338 )

經營業務溢利 2,694
融資成本 (20,167 ) (146 ) (3,312 ) (8,509 ) (32,134 )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16,212 ) (16,212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89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7,502 ) (7,502 )
視作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1,845

稅前虧損 (51,020 )
稅項 (10,504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61,524 )
少數股東權益 389

期內虧損 (61,135 )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纜及電線 銅桿 接插件 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13,637 472,054 102,323 9,086 － 1,197,100
類別間銷售 8,152 151,691 438 － (160,281 ) －

銷售總額 621,789 623,745 102,761 9,086 (160,281 ) 1,197,100

類別間銷售乃按成本支銷。
業績
分類業績 1,657 28,197 9,816 (4,866 ) 34,804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3,772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33,039 )

經營業務溢利 5,537
融資成本 (14,798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726 )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63,653 )

稅前虧損 (78,640 )
稅項 (8,990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7,630 )
少數股東權益 2,445

本年度虧損 (85,185 )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所在地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美洲、歐洲及其他亞洲地區。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不論貨品之原產地）之銷售額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501,303 773,106
北美洲 222,807 201,051
歐洲 41,023 39,172
香港 94,375 40,633
其他亞洲地區 196,780 143,138

2,056,288 1,197,100

4. 經 營業務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2,158 1,49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44

2,158 1,540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44,887 36,707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706 1,163

45,593 37,870
出租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5,725 4,39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14,605 82,207
研究及開發開支 3,579 2,435
匯兌虧損淨額 250 8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8 －
存貨撥備 2,993 9,601
俱樂部會籍減值（已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 600
收購投資項目已付按金減值（已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 3,83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14,000 －

及已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 － 10
銀行存款利息 4,221 715
應收票據利息 4,200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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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4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307 ) 98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本年度 9,152 7,77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044 ) (32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703 51
稅率變動應佔金額 － 700

10,504 8,990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7.5%）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乃根據各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內業績及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業績 (61,135 ) (85,185 )

股份數目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0,138,287 224,816,029

由於有關購股權之潛在普通股獲行使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就該兩段期間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十五個月（「本期間」）
之業績；由於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原來之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六月三十日；因而本期間業績未能與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年度」）或之前作出直接比較。

本期間之業績如下：

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約為 2,056,288,000港元，經營業務溢利約為 2,694,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則約為 61,135,000港元，每股虧損約為
19.1港仙；若撇除本年度已撥入損益賬之商譽確認減值虧損、機器設備減值虧損及呆賬撥備等等合共總數約為 61,205,000港元，本
期間實際錄得溢利。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末期股息（上年度：無）。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四年，本公司進行了結構調整和業務重組規劃，此計劃旨在將製造及銷售銅桿及相關產品之業務注入另一家上市公司，
令本集團之銅桿業務具備獨立集資能力。此計劃為本集團以合理價格變現其於銅桿業務投資之良機，並同時讓本集團能夠維持
於銅桿業務之控制性權益。

銅桿業務現時透過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華藝銅業」）經營，而本公司結構調整完成後，華藝銅業將
集中資源於銅桿及相關業務，本公司則專注於電線電纜及接插件的經營發展。透過重組，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更加清晰；此舉的另
一重大意義在於投資者可以依據公司更清晰、更集中的業績表現做出更正確、更有利的投資決策。這對於擴展本公司聲譽，贏得
投資者更大的信心有著非常的積極意義。

本期間內，具體業務情況如下：

電線電纜於本期間內營業額約為 807,486,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39.27%；銅桿產品於本期間內營業額約為 1,041,881,000港元，佔
本集團總營業額 50.1%；而接插件於本期間內營業額約為 147,708,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7.8%；而化工業務及承襲而來之仿真
植物業務之營業額則分別為 18,503,000港元及 40,710,000港元。

以地區劃分而言，中國大陸及香港業務之營業額約為 1,595,678,000港元，佔本集團之營業額 77.6%；北美地區業務之營業額則約為
222,807,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10.83%；亞洲其他市場業務營業額約為 196,78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9.57%；而歐洲業務之營業
額約為 41,023,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2%。

電線電纜
於本期間內，由於塑膠和金屬材料價格及珠江三角洲之勞工成本上漲，導致生產成本大幅增加，電線電纜業務面對嚴峻營商環境；
本集團已嘗試將所增加之成本轉嫁予客戶，務求收窄虧損，然而在售價得不到同時同幅度地調升情況下，導致電線電纜之邊際利
潤下降，致使本集團之電線電纜於本期間內錄得虧損。按每月平均計算，本期間內電線電纜之營業額約為 53,832,000港元，上年度
則為 51,136,000港元，升幅約為 5.3%，每月平均營業額跟上年度比較雖然仍錄得增長，但各地區之貨商對調升價格及增加存貨均欠
缺把握，因而處於下游之電線電纜製造商面對更多毛利轉薄的急單，對毛利構成影響。值得欣慰的是本集團位於上海之廠房，仍
然錄得滿意之利潤及營業額之增長，本期間內，上海廠房錄得總營業額約為 132,551,000港元，其每月平均營業額約為 8,837,000港元，
上年度則約為 5,461,000港元，增長達 61.8%；可惜其規模遠小於東莞之生產基地，若以營業額計算，上海廠房僅僅佔整體電線電纜
營業額 16%，未能對本集團電線電纜之業績產生填補作用。

與此同時，電線電纜業務亦受到珠江三角洲能源、銅材等生產資源價格上漲、電力嚴重短缺、運輸緊張的影響，本集團之生產經營
成本亦面臨一定壓力。憑藉深厚根基，本集團尚且要承受虧損。

本集團正積極推廣市場拓展、新產品開發、成本及品質管理，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為核心工作，重點培育整體營銷
能力，規模制造能力及產品競爭力，並將繼續優化組織架構提升電線電纜之整體盈利能力；從而使本集團朝著成為中國電線電纜
業前列位置目標邁進。

銅桿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廿五日，本集團與星釆控股有限公司（「星釆控股」）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促使出售，而星釆控股
同意，促使購買本集團之銅桿業務，協定總代價為 320,000,000港元。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獨
立股東批准，並於同年八月十一日正式完成收購星釆控股權益，同年十月正式改名為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華藝銅業」）。截
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持有華藝銅業 71.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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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深信，將銅桿業務注入另一家上市公司，可讓銅桿業務具備獨立之融資能力；因此，本公司與華藝銅業先後於二零零五年
四月二十六日及七月四日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股份，籌得款項超過 100,000,000港元，並已為設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之新建廠房購
買機器及生產設備，為進一步擴展市場作好前期準備工作，為再一次提升本集團銅桿製造產能計劃奠定基礎。

本集團之銅桿業務由本公司現時擁有 59.59%權益，並獨立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附屬公司－華藝銅
業經營。華藝銅業之東莞廠房乃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具規模之三家其中一家；於本期間，該廠房用於自產自銷之使用率平均約
為 60%，如計及客戶來料加工及自產自銷，東莞廠房使用率更接近 100%，現有設備足以支援額外 50%或以上之業務增長；作為策略
性部署以抓緊有關市場潛力，本集團正積極在現有東莞廠房之規模下，擴充本身之銅桿銅線之產能。

本期間內全球對銅產品之需求強勁帶動銅消耗量之增長，當中又以中國為甚，電力、電子行業及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帶動國內
銅需求強勁，中國繼續保持全球銅消費第一的地位；同時地，銅原材料供應不足，而全球煉銅產出量之增長追不上消耗量之增長；
在此供求嚴重不平衡情況下銅價持續攀升，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銅價更屢創新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更創下紀錄
新高，錄得現貨銅價每公噸 4,005美元；本期間內之 LME現貨平均結算銅價為每公噸 3,078美元，較上年度之 2,046美元，每公噸上漲
1,032美元或 50.4%。

本集團受惠於對銅產品的強勁需求及經濟持續增長，按每月平均計算，本期間之銅桿營業額約為 69,459,000港元，上年度之營業額
則約為 39,338,000港元，升幅達 76.6%之巨。營業額上升，除上述 LME銅價上漲而銅線之營業額則按國際銅價加協商之加工費作銷售
價格之依據外，實際銷售噸數亦有所上升，本期間之銷售噸數亦由上年度每月平均之 2,890噸上升至本期間之 3,160噸，增長約 9.3%。
目前高增值低下游產品佔集團總營業額 40%，本集團將繼續增加該等產品如絞合線、銅箔絲、漆包線及鍍錫線之銷售比重。

本集團之銅桿業務以加工為主，故銅價高企之成本由客戶承擔，而且在供不應求之情況下將有更好議價能力；但本集團需要以信
用証及信託收據貸款向外國供應商訂購銅板，銅價持續高企無疑亦增加本集團之融資成本，而本期間之利率亦同時調升，致使融
資成本大幅上漲。

接插件
本集團位於馬來西亞檳城之接插件生產基地之銷售及盈利自成立至今，一直錄得理想增幅；營業額由一九九九年之 9,000,000港元
升至本期間內逾 147,708,000港元，按每月平均計算，本期間之接插件之營業額約為每月 9,847,000港元，上年度之營業額則為 8,529,000
港元，升幅為 15.5%。在此艱難營商環境下，仍然錄得理想增長，成績著實令人鼓舞；此乃由於本集團不斷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以
及適當調配資源並提升生產效率所致，因而能成功滿足客戶對服務質量之高規格要求，從而協助客戶鞏固其市場佔有額。

為採取更積極行動提高接插件之盈利，本集團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新增之接插件生產線，經已裝妥並於二零零五年中正式投產，
冀為本集團接插件業務提供另一擴展空間。

仿真植物
承襲而來之仿真植物業務於本期間內錄得營業額約 40,710,000港元，其產品所用之各種材料價格持續高企不下；與此同時，客戶早
已落實訂單價格，故未能將上漲之成本轉予客戶，邊際利潤因此受壓，但仍然能轉虧為盈。由於此業務市場持續競爭激烈，管理層
將繼續留意市場發展，並致力減低此處於嚴峻經營環境之業務對本集團整體表現所帶來之負面影響。

展望
本集團已於去年底開展位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設置新廠房之投資，涉足長三角地區的電線電纜及銅線加工市場，預計電線電纜
之新廠房可望於二零零六年初投產，廠房面積約 43,000平方米，其年產值可達 250,000,000港元，主要以生產用於製造電器及電子產
品之電線及電纜產品；而華藝銅業之新廠房則可望於二零零五年底正式投產，其廠房面積約 38,000平方米，其年產量可達 10,000公
噸不同規格的銅線，主要以生產高增值之下游銅線產品，如軟銅線、鍍錫線、絞合線及漆包線等等。

隨著未來數年家電市場競爭進入白熱化，國內市場將進一步深化淘弱留強，國內家電企業逐漸朝向規模化、優質及低成本方向發
展。本公司將繼續專注電線電纜及接插件與及銅材製品核心業務發展，並盡早剝離非核心業務，並不斷優化業務架構和生產流程，
進一步提升營運效益。此外，本集團進一步增強產品技術研發，提升產品競爭優勢，以支持業務之持續增長。

展望未來，憑藉本集團之實力及經驗，而且專注發展核心業務，本集團有信心繼續提升其產品之市場佔有率，從而為本集團奠下
紮實基礎，為投資者及股東提供一個成功的財政年度。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海外約有五仟名僱員，酬金政策乃參考市場條款、公司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資歷
和表現定期檢討及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計劃、香港僱員適用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國內僱員適用之國家贊助退休計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五個月期間」），本集團採取審慎之
財務管理政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 189,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166,0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則超過 34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0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銀行借貸約為 372,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95,000,000港元），相對股東資金約 783,0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03,0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 0.47（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0.37）。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總賬面淨值為 23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81,000,000港元）之物業、廠
房及機器、定期存款及應收貿易賬款，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獲授之銀行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約 33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89,000,000港元），當中約 207,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29,000,000港元）已動用。此外，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之
銅商品買賣向一家財務機構作出約 39,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零）之擔保。

本集團之交易貨幣主要為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控制外匯風險，本集團已透過與主要往來銀行訂立遠期外匯合約採納審慎對沖
政策。

更改財政年度年結日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董事會議決將本集團財政年度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因此，本集團二零零五年財
政年度年結日將為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 Chau’s Family」）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本公司股本
中 54,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每股作價 0.27港元，以及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54,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普通股，
每股作價 0.27港元。本集團已將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 14,200,000港元用作採購生產電纜及電線所需原材料。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按每股 0.28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本公司股本中
65,39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及按每股 0.28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65,39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普通股。
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 17,800,000港元已用作採購生產電纜及電線所需原材料。

先舊後新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Skywalk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Skywalk」）訂立協議，以配售及認購華藝銅
業控股有限公司（「華藝銅業」）之新股份。根據該等協議，Skywalk同意按每股 0.93港元之價格，配售華藝銅業股本中 25,912,000股每
股面值 0.20港元之普通股，及按每股 0.93港元之價格，認購華藝銅業股本中 25,912,000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新普通股。

結算日後事項
先舊後新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華藝銅業新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Skywalk訂立協議，以配售及認購華藝銅業之新股份。根據該等協議，Skywalk按每股 0.88港元之價格，向獨
立投資者配售華藝銅業股本中 111,000,000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普通股（「先舊後新配售」），及於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後按每股 0.88
港元之價格，認購華藝銅業股本中 111,000,000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新普通股（「認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已分別於二零零五
年七月七日及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八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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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前，Skywalk持有華藝銅業 397,121,875股股份，相當於華藝銅業已發行股本約 71.49%。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完
成後，Skywalk持有華藝銅業 397,121,875股股份，相當於華藝銅業經擴大已發行股本 59.59%。

建議成立合資公司生產銅管產品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八日，華藝銅業與福建紫金投資有限公司及閩西興杭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訂立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
在中國福建省合組一間有限責任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在福建省上杭縣生產及銷售銅管。根據協議，合資公
司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40,500,000元，其中人民幣 18,200,000元（佔合資公司之 45%股本權益）將由華藝銅業以現金提供。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五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指定任期獲委任而須輪值告退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 10（「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寬鬆。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以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3.13條就彼等之獨立性作出之年度確認。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
獨立人士。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規定。審核委員會滿意本集團內部監控程序及財務申報披露。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登載全年業績
載有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規定所有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登載。

致意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業務夥伴、股東、員工及管理層一直以來之貢獻、竭誠及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周禮謙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周禮謙先生、周錦華先生、劉文德先生及劉錦容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駱國呈先生、
羅偉明先生及鍾錦光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