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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128,884 237,841

銷售成本 (119,990) (210,676)

毛利 8,894 27,165

其他收益 8,902 1,816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39) (11,627)

行政費用 (23,948) (37,118)

其他費用 (1,046) (9,468)

商譽減值虧損 (602)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1,839) (29,232)

融資成本 (567) (523)

除稅前虧損 (12,406) (29,755)

所得稅收入（支出） 3 2,413 (175)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9,993) (29,930)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度虧損 (27,850) －

年度虧損 (37,843) (29,930)

源自：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5,672) (26,853)
－少數股東權益 (2,171) (3,077)

(37,843) (29,93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每股虧損 4

基本 0.02港元 0.05港元

攤薄後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916 4,601
無形資產 12,772 1,387
於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104
金融資產 91,700 66,681
按金 － 14,151

106,388 86,92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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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3,444 28,197
應收賬項及票據 24,718 52,2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6,006 50,019
金融資產 － 23,045
已抵押定期存款 139 5,141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173 79,857

96,480 238,526

資產總值 202,868 325,4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2,002 52,304
應繳稅項 8,993 11,67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 35,525 79,953
銀行及其他借貸 626 45,617
融資租賃承擔之即期部分 203 275

47,349 189,819

流動資產淨值 49,131 48,70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5,519 135,63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51 254
遞延稅項 159 233

210 487

資產淨值 155,309 135,144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55,735 50,273
儲備 99,574 80,417

155,309 130,690

少數股東權益 － 4,454

權益總額 155,309 135,144

附註：

1. 編 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修訂。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必須應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公司會計政策時自行作出判斷。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採納以下與其業務相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會計政策、會計預計項目變動及錯誤更正
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4號 分部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 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 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有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股份付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7、8、10、12、14、16、17、18、19、21、24、27、31、33及37號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概括而言：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對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報方式構成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2、14、16、17、18、19、24、27、31、33及37號對本集團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對本集團政策並無重大影響。各綜合實體之功能貨幣已按經修訂準則之指引重新評估。集團旗下所有實體各自之財
務報表均以其功能貨幣作呈報貨幣。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及 39號導致有關長期投資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會計政策有變。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有關股份付款之會計政策有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僱員提供購股權並無於收益表支銷。自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於收益表支銷購股權之成本。作為過渡條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授出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之
購股權成本於相關期間之收益表追溯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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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並無授出購股權，而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授出之購股權已歸屬或基於授出未獲接納
而失效。因此，年內並無支銷購股權成本。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導致有關商譽之會計政策有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商
譽乃於綜合儲備撇銷，且不會於每個結算日評估有否出現減值跡象。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規定，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每年及於有跡象顯示出現減值時對商譽進行減值檢測。

本集團已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之規定重新評估其無形資產之可用年期。

所有會計政策變動乃按照有關準則（如適用）之過渡條文作出。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8及 39號外，本集團採納之所有準
則均須追溯應用。

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之影響如下：

千港元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導致：
可供出售投資增加 10,228

重估儲備增加 10,228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導致：
過往直接撥入儲備之商譽減少 602

累計虧損增加 602

應用已頒布惟於本報告日期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詮釋對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2. 收 入及其他收益
收入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與所提供服務之價值。本集團屬下各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已於編製綜合賬目時抵銷。

3. 所 得稅收入（開支）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總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稅項：
中國內地 1,160 131 1,291 1,41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499 ) 609 (2,890 ) (1,240 )

稅項（收入）支出 (2,339 ) 740 (1,599 ) 175
遞延稅項 (74 ) － (74 ) －

(2,413 ) 740 (1,673 ) 175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四年：無）。於其他地區所賺取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
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適用稅率計算。

4.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與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7,822 26,853
－已終止業務 27,850 －

35,672 26,85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16,048 502,435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0.02 0.05

－已終止業務 0.05 －

由於有關年度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披露每股攤薄後虧損。

5. 分 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溢利／（虧損）、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二零零五年
銀行及公用

銀行及 事務界別
金融系統 適用之軟件 資訊科技 持續經營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管理及支援 抵銷 業務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124,899 3,462 523 － 128,884
利息收入 550 － 2 － 552
其他收入 5,514 12 － － 5,526

總額 130,963 3,474 525 － 134,962

分部業績 (2,017 ) 1,527 141 － (349 )

未分配利息收入 41
未分配收益 2,783
未分配開支 (14,314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1,839 )
融資成本 (567 )

除稅前虧損 (12,406 )
所得稅收入 2,413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9,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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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銀行及公用

銀行及 事務界別
金融系統 適用之軟件 資訊科技 持續經營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 管理及支援 抵銷 業務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78,270 159,571 － － 237,841
分部間之銷售 － 820 － (820) －
利息收入 194 213 － － 407
其他收入 178 657 － － 835

總額 78,642 161,261 － (820) 239,083

分部業績 (5,314 ) (6,527 ) － － (11,841 )

未分配利息收入 235
未分配收益 339
未分配開支 (17,965 )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29,232 )
融資成本 (523 )

除稅前虧損 (29,755 )
所得稅開支 (175 )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虧損 (29,930 )

(b) 地區分部
二零零五年

持續經營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抵銷 業務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524 128,360 － 128,884

總額 524 128,360 － 128,884

二零零四年
持續經營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抵銷 業務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銷售 430 237,411 － 237,841
分部間之銷售 － 820 (820) －

總額 430 238,231 (820) 237,841

6. 持 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已扣除：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出存貨及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119,990 210,676
折舊 1,754 2,700
呆賬撥備 843 8,589
遞延發展成本攤銷 － 879

7. 應 收賬項及票據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70,720 102,799
減：減值撥備 (46,002 ) (50,532 )

應收賬項淨額 24,718 52,267

於結算日，依據發票日期為基準並扣除撥備後之應收賬項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 90天 13,865 37,143
91天至 180天 6,994 2,990
181天至 365天 3,289 5,007
365天以上 570 7,127

應收賬項淨額 24,718 52,267

8. 應 付賬項及票據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項及票據 1,677 51,372
應付若干少數股東之款項 325 325
應付有關連公司之款項 － 607

2,002 52,304

應付少數股東及有關連公司之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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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結餘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 90天 － 25,981
91天至 180天 160 187
181天至 365天 8 10,740
365天以上 1,834 15,396

2,002 52,304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表現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之日常業務錄得營業額 225,108,000港元（包括已終止業務之營業額 96,224,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的 237,841,000
港元減少 5%。由於控制成本得宜，經營業務所得虧損由去年之 29,755,000港元收窄 42%至 17,303,000港元（包括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4,897,000港元）。

由於營業額減少，毛利由二零零四年的 27,165,000港元減少 37%至 17,119,000港元（包括已終止業務之毛利 8,225,000港元），邊際毛利
則由二零零四年的 11.4%減少至 8%，主要由於競爭激烈。

集團出售持有的北京先進數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先進數通」）時錄得虧損，令股東應佔淨虧損較二零零四年的 26,853,000
港元增加至 35,672,000港元。去年每股淨虧損為 5港仙，本年之每股淨虧損則為 7港仙。

全年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股息（二零零四：無）。

核心業務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宣佈收購 Acacia Asia Partners Limited（「 Acacia」），並選擇在九月以持有之 ChinaCast股權換取 Great Wall的股
權，又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出售 ADT，業務組合已重新配置。

本財政年度完結後，集團宣佈了以 3,000萬港元作價，收購一家在上海的地產顧問代理公司 Grand Panorama的全部權益。

為反映集團最新的業務架構和作為控股公司的本質，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建議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將公司名稱改為 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集團最終將蛻變成一家綜合投資集團，旗下有三大業務，包括透過冠亞提供自動櫃員機保養服務；透過 Acacia為上海房地產代理
提供電腦科技支援；並且在完成收購 Grand Panorama後，通過該公司涉足房地產顧問服務。

持續核心業務－自動櫃員機保養服務及資訊科技方案：冠亞
冠亞依然是集團的核心業務，主要為中國的銀行及金融業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集團內部雖然有其他的結構重整，冠亞的團隊依
然高度專注本業，錄得營業額 120,183,000港元，純利較去年亦有增長。

冠亞為中國銀行及郵政系統提供的自動櫃員機及維修保養服務取得顯著躍進，公司並在中國銀行雲南分行的售後服務項目招標
中成功奪標，標誌冠亞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業務取得重大突破。

冠亞亦在中國招商銀行一年一度的項目招標中取得佳績，蟬聯自動櫃員機、自動存款機和自動查詢機三個服務項目，以及 Diebold
自動櫃員機和循環存款機兩個產品的代理權。最值得鼓舞的是，客戶覆蓋率和產品銷售量均有成倍增長。

冠亞憑藉在技術上的優勢，與郵政系統的合作取得新的進展，在國家郵政局自動櫃員機統一版本聯網軟件的升級項目中，取得安
徽、湖北、湖南、陝西、淅江、江西、河北等十一省的訂單。

自動設備在中國的銷售一直保持領先，取得包括湖北郵政、淅江郵政、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上海銀行、南京市商業銀行、招商銀
行深圳分行、北京分行、西寧分行等總值逾 4,000萬元人民幣的訂單。

冠亞與中國著名電訊營運商 UT斯達康的合作，繼續為雙方帶來效益，UT斯達康是「小靈通」電話的發明商，亦是內地 IPTV的先驅。
冠亞為其 IPTV工作站提供套件，取得價值 2,200萬元人民幣的訂單。公司又與全球存儲設備製造商 EMC合作，成功取得興業銀行總
行、安徽移動及淅江聯通合共 1,600萬元人民幣之訂單。

新投資－資訊科技投資及管理：Acacia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作出策略決定，以 1,300萬港元向獨立第三者收購 Acacia所有已發行股本，作價與資本比例為 7.88倍。
交易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完成。

Acacia主要為一家為內地物業代理提供資訊科技管理、網上及支援服務的供應商，服務範疇更包括入門網站與數據管理服務。公
司專門為中小型的物業代理，提供接通中國地產市場及潛在投資者的重要資訊網上平台，有關服務首先在上海推出。

集團相信，隨著市場持續開放，資訊科技行業在中國擁有巨大商機。Acacia專門為地產代理開發網上軟件，為他們提供客戶數據管
理的應用平台。量身訂制的數據管理業務現時在中國要面對的直接競爭非常少，亦是集團新涉足的焦點新業務。

目前中國地產代理市場正處於整固的過渡期，而且因為監管條例的影響，成交量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下降了 60%，但預期過去被抑
制的需求將會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有穩定市場的作用。

隨著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內地的地產代理將更與香港和國際的同業看齊，著重有系統地管理客戶數據，以供代理團隊之間分享
參考。

集團收購 Acacia時，後者已成功取得上海一家地產代理的服務合約，此地產代理正不斷發展，合約已成為公司的穩定收入來源。收
購完成後，公司亦取得了三個新客戶。

新投資－房地產顧問服務：Grand Panorama
緊隨本財政年完結，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公佈，將以 3,000萬港元收購上海物業顧問代理 Grand Panorama。此公司的房地產代
理服務業務在過去幾年均在上海五大之列。本集團相信，上海市迅速增長的中產社群，將會進一步帶動需求，觸發新投資的發展
潛力。

出售投資：先進數碼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公佈，以 2,700萬元人民幣（ 2,600萬港元）作價，悉數出售本身持有的軟件商北京先進數通北京先進數通 55%
權益予該公司另一重要股東。由於原來持有北京先進數通的 ADT (Hong Kong)已無任何經營業務，集團已就此為公司申請取消註
冊，預計在二零零六年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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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作出出售決定前經過了慎重考慮，當中衡量了市場競爭激烈和客戶資訊科技開支縮減等在中國營商的不利因素，以及北京
先進數通的虧損狀況。董事會認為過去投放在北京先進數通的時間和資源，理應能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本集團錄得出售北京先進數通的淨所得為 2,440萬港元。

集團在九月同時公佈了以所持有 ChinaCast的 14.96%股權，換取在美國納斯特克場外交易的 Great Wall 3,103,543股（「代價股份」）。
ChinaCast在新加坡上市，為一家以衛星提供技術的資訊科技供應商。

於九月十三日，即該公佈刊發前，Great Wall的收市價計算，代價股份市值 128,300,000港元。集團持有之股份，約佔 Great Wall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 11.81%。

是項交易有待有關的監管機構審批。若能在限期前獲得批准，交易將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完成，集團將自交易中可取得 60,000,000
港元收益。

Great Wall主要從事合併、股本交換及資產收購。公司現時主要集中在資訊科技、媒體及電訊行業內尋找中國發展商機。

董事會相信投資在納斯特克上市股份，會有更高的升值潛力。

展望
集團在二零零五年收購 Acacia，計劃以 ChinaCast與 Great Wall作股份交換，以及出售先進數碼，標誌集團積極求變的一年。最新收購
Grand Panorama，令集團進一步變身成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集團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以反映新的業務基礎。董事會深信現時集團佔有更佳位置，有利為股東爭取更佳回報。展望來年，管理層
會積極將 Acacia與集團的核心業務整合，進一步加快冠亞的發展步伐，並會主動發掘具發展潛力的新投資，優化集團的組織架構，
包括待交易完成後，為最新收購的房地產代理業務 Grand Panorama進行優化整合。

冠亞將繼續嚴格控制成本，開發利潤能力更高的新業務。公司在二零零六年訂了一成增長作為目標，計劃通過為中國銀行、招商
銀行及交通銀行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並且進一步擴大自助銀行產品和服務的客戶群和市場覆蓋，以達至增長目標。

集團並會加強與 EMC合作，向金融、證券企業及政府部門推廣各個檔次的存儲設備，以及災難備份系統。鑑於 IP電視的發展前景理
想，冠亞將繼續與 UT斯達康緊密合作，提供配套部件及產品，以爭取更佳的銷售。

強化業務是集團發展的重要策略。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鞏固與供應商的關係，物色新的業務夥伴，尋求新產品，並培植更多方面
的增長動力。冠亞將會透過 ISO9000企業管理認證的新證書審核，藉此提升管理效率和盈利能力。

Acacia作為集團的新成員，將會逐步了解集團的經營哲學及企業文化，與集團全面整合。雖然市場最近出現整固，地產代理行業在
上海以至其他主要中國城市均以高速發展。有效率的數據應用和管理，可讓經營者面對競爭時佔有巨大的優勢。

Acacia是為地產代理提供網上數據平台服務的先行者。公司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首先在上海大規模推廣 Acacia的專門產品和服務，
務求搶先爭取最大的市場份額，以抵禦日後加入的潛在對手。

除了整合 Acacia的業務，冠亞與 Grand Panorama是二零零六年主要的工作重點。集團將繼續在中國物色新投資，為股東爭取更佳的
回報。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與一家獨立第三者訂立協議，以總代價 30,000,000
港元收購 Grand Panorama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達 202,868,000港元，其中包括負債約 47,559,000港元及資本約 155,309,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155,309,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130,690,000港元，增
幅達19%。

流動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 52,31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約 84,998,000港元）。於扣除銀行貸
款及透支約 62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約 45,617,000港元）後，本集團之淨現金結餘約為 51,686,200港元，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則約為 39,381,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為 2.04（二零零四年：1.26），而資產負債比率則為 0.01（二零
零四年：0.35），為本集團附息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應付款項除以總資本。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約 13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141,000港元）之定期存款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所獲授銀行
融資之抵押。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資源與香港銀行給予之信貸融資撥付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年內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以中國之短期借
貸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尚未償還借貸。本集團採用之借貸方式主要包括信託收據貸款、透支及
有期貸款。有關利息大部分參照港元最優惠利率釐定。銀行存款及借貸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之融資給予多家銀行擔保而有或然負債約 2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2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已動用約 62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170,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就根據香港僱傭條例可能須支付僱員之日後長期服務金存在重大或然負債，倘若干現有僱員在若干情況下終止受聘，
且於本集團的服務年期已屆所規定年期，則合資格領取僱傭條例項下長期服務金。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就該等可能
支付之款項確認撥備。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鑑於香港特區政府之港元與美元掛漖政策仍然生效，故本集團之外匯風險輕
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僱用約 13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價
釐定彼等之薪酬，並酌情發放與表現掛漖之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及醫療津貼、培訓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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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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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具
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條
文。

有關企業管治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

在聯交所互聯網網頁刊登全年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所規定資料之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陳子昂先生、吳安敏先生及鄧健洪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羅肇強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士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