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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司之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該等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53,025,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達一千萬港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 61%。由於零售業務之市況充滿挑戰，香港 零售專門店之收入較預期為
低；而中國業務方面，由於產品註冊過程出現延誤，故此比預計之中較遲帶來收入。

儘管二零零一／二零零二財政年度上半年度之經營環境持續艱難，本集團仍具有盈利能
力及充裕之現金流量。本公司已宣派每股1.3港仙之股息予股東。

業務回顧

~H2O+零售業務

香港及台灣

香港市場之業務前景依舊低迷，或甚至輕微倒退，有關消費者信心、零售消費及失業之
研究數據均顯示持續不明朗因素。根據香港政府轄下政府統計處所報告，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之零售業銷貨額較二零零一年一月下跌11.7%。再加上香港之失業率高企且持續攀
升，因此，消費者信心仍處於低水平。

至於台灣市場方面，儘管近期水源短缺，導致若干零售專門店暫停冷氣設備，對銷售額
造成不利影響，台灣市場之潛力仍正不斷增長。台灣市場較已發展成熟之香港市場靈活，
因此，本集團正投入更多資源於廣告及推廣活動方面，以刺激銷售額。台灣業務之營業
額有所上升，而除稅後溢利則較過往期間增加48%。

中國

本集團擴充中國市場之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中，中國首間 零
售專門店於上海開業，該零售專門店初期之銷售業績已超出本集團預期之水平及上海之
行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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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美顏中心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水療美顏中心業務業績呈現若干疲弱跡象，部份原因為不明朗之
經濟狀況，造成香港中產階級之消費下跌。儘管四月及五月之業績令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惟水療美顏中心業務只近乎達致收支平衡。

展望

除了要接受經濟低迷之挑戰外，本集團之管理層於實踐上市時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
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售股章程」）中所述之業務擴充目標方面，已取得重大進展。
管理層亦已找出更多加速本集團之增長及擴大在美容界之市場份額之方法，其中包括：

‧ 除上海之 零售專門店外，預定將於中國多個主要城市開設更多零售專門店。
透過於特定百貨公司之優越位置增設專櫃，加速中國零售業務之增長；

‧ 為取得水療美顏中心大眾化市場之佔有率，本集團已發展出嶄新之水磨坊美容中
心概念，其中三間中心正在籌建。管理層預期該等新中心可於短期內開始貢獻收
入；

‧ 本集團將進行意念刺激新穎之發展計劃－於香港開設著名之Banyan Tree Spa，
打入水療美顏中心之高檔市場。根據最近簽訂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之條
款，該間新水療美顏中心將為本集團所擁有，並由Banyan Tree集團經營；

‧ 本集團繼續致力將業務作多元化發展，因此自去年起引入一系列健康飲品，業績
令人滿意。本集團現正物色更多種類之補健產品貨源，以及發掘分銷渠道。

~H2O+零售業務

於售股章程中提出之主要業務目標為，使用所得款項協助本集團迅速提高 零售專門
店在中國市場之佔有率，計劃於上市後首 12個月開設10間新零售專門店。

如售股章程所述，其中一項與本集團擴充中國市場有關之風險因素為須取得有關政府部
門之批准及牌照。領取所需產品註冊之進度較預期中慢。因此，開設新 零售專門店
之時間表出現延誤，而中國零售業務亦未能於預定時間內開始貢獻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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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已取得所需之批准，而繼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在上海開設首間 零售專門店
後，本集團至今已在北京開設多3間零售專門店，現計劃於二零零二曆年內開設合共17間
零售專門店。由於顧客對百貨公司專櫃之反應理想，本集團於中國零售業建立市場佔有
率之速度遠較售股章程中所述者高。

水療美顏中心業務

管理層已走出踏實之一步，以確保本集團處於優勢，從各方面之水療美顏中心及美容業
務－高檔、中檔及大眾化顧客－爭取收入。

與著名水療美顏中心營運商Banyan Tree簽訂有關於香港開業之諒解備忘錄，有助本集團
取得高檔市場之佔有率。售股章程中所述撥作興建水療美顏中心之8,000,000港元，正是
將用作於香港興建Banyan Tree之資金。

本集團發展完善之水之屋服務業務將繼續為中檔市場提供服務。

本集團將於短期內推出新水磨坊美容中心，為大眾化市場提供多一項選擇。水磨坊美容
中心之概念已於香港之 零售專門店測試超過九個月，結果於未花費任何重大資本性
開支前，已證明水磨坊美容中心概念之商業效力。水磨坊美容中心會提供一系列符合顧
客高要求之精選療程，例如美顏護理及纖體服務，以及售賣美容產品。水磨坊美容中心
較水之屋提供之療程種類較少，因此營運所需之空間較小，成本亦較低。

前景

本集團之前景樂觀，管理層正採取果斷之行動，藉市場上湧現之新商機取得優勢，解決
對本集團業務表現有影響之外在因素所造成之障礙。新計劃預期帶來之收入，及比售股
章程本來所述更積極增設零售專門店，均可抵銷本集團兩個現有市場－香港及台灣－困
難之營商環境，以及中國營運暫時延遲帶來收入之問題。

儘管本集團面對之零售環境充滿挑戰，但作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新
成員，本集團亦會好好運用二零零二年，為未來發展打好基礎。管理層在實踐售股章程
中所述之業務目標方面，已成功取得重大進展，並利用本集團之主要品牌，物色新合作
夥伴及開拓銷售渠道，順利開發新業務。

預計來年之前景秀麗，本集團將續有潛力，再取得股息及資本收益。



5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53,025 147,555

其他收入 2 564 1,779

銷售存貨成本 (41,911) (34,558)

其他經營開支 (98,589) (83,598)

經營溢利 2, 3 13,089 31,178

稅項 4 (2,636) (4,607)

除稅後溢利 10,453 26,571

少數股東權益 (373) (407)

股東應佔溢利 10,080 26,164

股息 5 4,243 12,454

每股盈利
－基本 6 3.6仙 9.7仙

－攤薄 6 3.6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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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24,979 28,273
租金按金 10,467 10,121
其他投資 7 2,026 2,013

流動資產
　存貨 18,855 18,682
貿易投資 432 410

　應收賬項 8 14,149 8,446
　預付款項 14,204 13,353
其他按金及應收款項 6,165 3,755

　可退回稅項 3,01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325 63,274

162,147 107,920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9 2,804 7,178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3,866 8,489
預收款項 11,458 10,637

　應付稅項 658 13,756

28,786 40,060
------------------- -------------------

流動資產淨值 133,361 67,860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0,833 108,267

資金來源：
股本 10 32,640 26,928
儲備 11 130,683 78,729
議派中期股息 11 4,243 －

股東資金 167,566 105,657
少數股東權益 3,267 2,610

170,833 10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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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6,405 28,589
------------------- -------------------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產生之
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06 (1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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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稅項 (18,751) (14,395)
------------------- -------------------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1,357) (6,575)
------------------- -------------------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55,109 425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 41,812 (11,853)

於十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274 76,455
外幣㶅率改變之影響 239 (514)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325 64,0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325 64,088

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一家附屬公司之㶅兌差額 239 (613)

未於損益賬中確認之收益／（虧損） 239 (613)

股東應佔溢利 10,080 26,164

已確認收益總額 10,319 2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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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綜合簡明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之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申報」編製。

除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會計
實務準則外，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售股章程中會計師報告所採納者相同：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 分類報告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主要改動及採納該等新政策之主要影響列載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按照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本集團不再確認
於結算日後議派或宣派之股息為於結算日之負債。
此項會計政策之改動已追溯至過往年度。如中期賬
目附註11所載，由於撥回過往入賬列作於二零零零
年九月三十日之負債之二零零零年議派末期股息撥
備（儘管該項股息直至結算日後方宣派），於二零零
零年十月一日之保留盈利增加 8,910,000港元。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 本集團已於中期賬目附註2披露按會計實務準則第
26號定義之分類收入及業績。遵照本集團之內部財
務申報方法，本集團已決定分別呈列業務分類及地
區分類為主要及次要申報形式。本公司已提供比較
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律三，經綜合及修訂）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
十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而進行之集團重組（「重
組」），本公司成為組成本集團成員公司之控股公司。重組詳情載於售股章程。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一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由重組而產生之本集團被視為持續經營之實體，故此，簡明賬目乃按合併會計之基準編製。
中期賬目已視現行之集團架構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而
非於重組完成之日起）已一直存在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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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護膚品零售、提供美容院、水療及其他有關服務。本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經
營溢利貢獻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劃分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貢獻
截至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護膚品零售 142,480 131,810 29,188 36,864
提供美容院、
水療及
其他有關服務 10,545 15,745 (265) 2,911

153,025 147,555 28,923 39,775

其他收入 564 1,779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16,398) (10,376)

經營溢利 13,089 31,178

按地區劃分：

香港及澳門 103,903 120,656 25,288 37,333
台灣 49,122 26,899 3,635 2,442

153,025 147,555 28,923 39,775

其他收入 564 1,779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16,398) (10,376)

經營溢利 13,089 3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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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在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4,599 4,30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 32,893 24,441
貿易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 1,22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52 220

4.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1,329 3,986
海外稅項 1,248 621
以往年度之不足撥備 59 －

2,636 4,607

期內之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經抵銷去年結轉之稅務虧損後以稅率16%撥備。海外
溢利之稅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所適用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於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此項議
派中期股息並未於中期賬目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會反映為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年度之保留溢利之分配。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註冊成立。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已付股息，乃指本集團有關附屬公司向其當時集團外之股東派付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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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10,08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6,164,000港元）及截至二
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6,812,308股（二零零一年：
269,280,000股）計算。於釐定已發行股份之數目時，成立本公司及重組本集團（見售股章程）
時已發行之合共269,280,000股股份被視為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起已發行。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276,852,252股普通股（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加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39,944股），並假設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已於期初或購股權授出日期或之後行使計
算。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故此，並
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為若干商舖物業之經營租約取得之銀行擔保而抵押
任何資產（二零零一年：抵押為數2,013,000港元之其他投資）。

8. 應收賬項

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14,016 6,322
31天至60天 79 2,114
60天以上 54 10

14,149 8,446

信貸期通常為30至60天。

9. 應付賬項

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2,804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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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
法定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3,800,000 380,000
法定普通股股本增加 996,200,000 99,620,0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 100,000,000

每股面值0.1港元之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26,400,000 32,640,000

本公司註冊成立時之法定股本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於二零
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本公司股本中一股0.1港元之股份按面值配發及發行。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透過增設996,2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將法
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至10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發行及配發合共29,999,999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入賬列
作繳足股份，作為重組之一部份。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本公司透過其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發行合共239,280,000股每股面
值0.1港元之入賬列作繳足股份（附註11）。

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一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時，本公司發行及提呈發售合共
57,120,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新股份以供認購，認購價為每股1.08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本已視資本化發行已進行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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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儲備

兌換儲備 股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
（過往申報） (55) (25,694) 76,839 51,090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
（經修訂）之影響 － － 8,910 8,910

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
（重列） (55) (25,694) 85,749 60,000

股東應佔溢利 － － 52,010 52,010
二零零零年末期股息 － － (8,910) (8,910)
二零零一年中期股息 － － (23,760) (23,760)
㶅兌差額 (611) － － (611)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666) (25,694) 105,089 78,729

股份溢價 兌換儲備 股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 (666) (25,694) 105,089 78,729
股東應佔溢利 － － － 10,080 10,080
初次公開發售之
所得款項 55,978 －  － － 55,978
初次公開發售之開支 (10,100) － － － (10,100)
資本化發行（附註10） (23,928) － 23,928 － －
㶅兌差額 － 239 － － 239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21,950 (427) (1,766) 115,169 134,926

呈報方式：
儲備 21,950 (427) (1,766) 110,926 130,683
議派中期股息 － － － 4,243 4,243

21,950 (427) (1,766) 115,169 13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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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營租約之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規定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土地及樓宇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40,307 35,71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26,986 31,035

67,293 66,747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零）。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董事會已就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股息將支
付予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於
二零零二年七月九日至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一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
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取得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登記及過戶處香
港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5樓），辦理股份登記
手續。有關股息單將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寄發予股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33,4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67,900,000港元）。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撥付其營運所需。本公司應佔之初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將主要用作支援本集團擴充中國市場及水療美顏中心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現金儲備約為105,000,000港元，且並無債務。該等現金儲
備主要存入銀行作為附息存款。

此外，本集團仍然自其日常營運獲得豐裕而穩定之現金流量。管理層相信，穩健之財務
狀況有助本集團取得未來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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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了322名員工（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12
名）。僱員薪金處於具競爭力之水平，而獎金則酌情發放。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保
險及醫療保險、教育津貼及培訓計劃。除下文所披露外，本公司並無根據其於二零零二
年一月二十三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任何僱員授出任何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
之會計政策及準則，並討論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賬目。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按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存置之股東名冊所記錄或本
公司所知，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
例）股份之權益如下：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權益總額

余麗絲 本公司 77,666,880 － － － 77,666,880
普通股 普通股

Water 330,000 330,000
Oasis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Company 之遞延股份 之遞延股份
Limited

譚次生 本公司 － － － 77,666,880 77,666,880
普通股  (1) 普通股

Water 165,000 － 165,000 － 330,000
Oasis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Company 之遞延股份 之遞延股 之遞延股份
Limited 份  (2)

余麗珠 本公司 － － － 77,666,880 77,666,880
普通股  (1) 普通股

Water 165,000 － 165,000 － 330,000
Oasis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Company 之遞延股份 之遞延股 之遞延股份
Limited 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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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權益總額

余金水 本公司 － － 38,833,440 38,833,440 77,666,880
普通股  (5) 普通股  (4) 普通股

Water 50普通股 － 50普通股  (6) － 100普通股
Oasis

Company
Limited

Water 170,000 － 170,000 － 340,000
Oasis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Company 之遞延股份 之遞延股 之遞延股份
Limited 份  (6)

黎燕屏 本公司 － － 38,833,440 38,833,440 77,666,880
普通股 (4) 普通股 (5) 普通股

Water 50普通股 － 50普通股  (7) － 100普通股
Oasis

Company
Limited

Water 170,000 － 170,000 － 340,000
Oasis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無投票權

Company 之遞延股份 之遞延股 之遞延股份
Limited 份  (7)

附註：

(1) 該等股份現以田駿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田駿有限公司之所有投票權均由Royalion Worldwide
Limited持有。Royalion Worldwide Limited乃由Hitchin Trading Limited（作為Hitchin Unit Trust
之受託人）全資擁有，而Hitchin Unit Trust乃由Trident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最
終持有，Trident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乃譚次生及余麗珠設立之全權信託一部
分，為該份全權信託之受託人，而受益人為譚次生及余麗珠之家庭成員。

(2) 該等股份現以譚次生妻子余麗珠之名義登記。

(3) 該等股份現以余麗珠丈夫譚次生之名義登記。

(4) 該等股份現以Advance Favour Holdings Limited之名義登記，該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公
司乃由K S Yu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持有，受益人為余金水、余金水之母親
馮倩萍及於馮倩萍去世時，則為黎燕屏之胞姊黎燕玲。余金水與黎燕屏均為K S Yu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之受託人。

(5) 該等股份現以Billion Well Holdings Limited之名義登記，該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公司乃由
Y P Lai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持有，受益人為黎燕屏、黎燕屏之母親黃桂英
及於黎燕屏之母親去世時，則為黎燕屏之胞姊黎燕玲。黎燕屏為Y P Lai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之唯一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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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等股份現以余金水妻子黎燕屏之名義登記。

(7) 該等股份現以黎燕屏丈夫余金水之名義登記。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
益條例）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以下已授予本集團之一家供應商而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二年

十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價 可行使期限 之結餘 於期內授出 之結餘

港元

H 2O Plus, L.P. 二零零二年 1.18 二零零二年 － 3,264,000 3,264,000
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三月十日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股權獲行使、註銷或失效。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示，
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
益：

所持投票權
姓名 普通股數目 之大約百分比

余麗絲 77,666,880 23.8%

田駿有限公司 (1) 77,666,880 23.8%

Advance Favour Holdings Limited (2) 38,833,440 11.9%

Billion Well Holdings Limited (3) 38,833,44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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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田駿有限公司之所有投票權均由Royalion Worldwide Limited持有。Royalion Worldwide
Limited乃由Hitchin Trading Limited（作為Hitchin Unit Trust之受託人）全資擁有，而Hitchin
Unit Trust乃由Trident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最終持有。Trident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乃譚次生及余麗珠設立之全權信託一部份，為該份全權信託之受託人，而
受益人為譚次生及余麗珠之家庭成員。

(2) Advance Favour Holding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乃由K S Yu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持有，受益人為余金水、余金水之母親馮倩萍，於馮倩萍去世時，則
為黎燕屏之胞姊黎燕玲。余金水與黎燕屏均為K S Yu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之受託人。

(3) Billion Well Holding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乃由Y P Lai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持有，受益人為黎燕屏、黎燕屏之母親黃桂英，於黎燕屏之母親去世時，則為
黎燕屏之胞姊黎燕玲。黎燕屏為Y P Lai 2002 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之唯一受託
人。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截至二零零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除因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遵照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而於本公司之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故此並非以特定任期委任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
何資料，顯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違反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鄭志偉

香港，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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