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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業績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由二零零三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81,389 404,199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263,323) (152,095)

溢利總額 418,066 252,104

其他收入 33,545 66,217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之淨收益 2,304 40,388
行政開支 (251,853) (172,657)
其他經營開支 (90,237) (76,266)

經營業務之溢利 3 111,825 109,786
融資成本 (13,269) (35,192)
債權人豁免之利息 － 41,4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45 (124)

除稅前溢利 100,301 115,889
稅項 4 (8,939) (747)

除稅後但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1,362 115,142

少數股東權益 (8,783) (34,171)
股東應佔溢利

82,579 80,971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5
－基本 0.42 0.53

－攤薄 0.42 0.45

附註：

1. 編製基準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 503,872,000港元。儘管如此，該等財務報
表乃按假設本集團將持續經營而編製。董事認為，經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之建議財務安排，
本集團在來年仍具備足夠流動資金：

(a) 本集團目前與其中數間往來銀行就申請新信貸融資作為部份於結算日逾期或將於來年到期還款
的銀行貸款及借貸再融資再進行磋商。董事預期本集團將能夠從其往來銀行取得信貸再融資。
該等新信貸融資將於償還現時借貸後用作流動資金；

(b)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由其物業發展業務中獲取正數現金流量；及

(c)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出售部份附屬公司及短期投資，作價$200,000,000港元以提供額外流動資金。

倘若本集團或未能獲取正數現金流量及／或銀行支持，本集團或未能按持續基準經營業務。因此本
集團須在財務報表作出調整，重列其資產至可收回價值，為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
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2.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之收入、業績及若干其他資
料：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之業務
提供財經 網上教育

資訊及相關 資訊科技 消費包裝 及應用 電子
服務 業務 電子製品 物業發展 銷售證券 物業投資 軟件服務 其他分部 經營酒店 製造服務 電訊產品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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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78,468 378,184 1,215 － 110,213 1,467 71,252 1,007 39,583 － － － 681,389

分部業績 22,424 89,812 (4,834 ) 685 (563 ) (12,947 ) 53,230 (1,921) 2,666 － (177 ) － 148,552

利息收入 5,326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
　之淨收益 2,304
未分配企業開支 (44,357 )

經營溢利 111,825
融資成本 (13,269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084 (417 ) (395 ) 56 417 1,745

除稅前溢利 100,301
稅項 (8,939 )

除稅後但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1,362
少數股東權益 (8,783 )

股東應佔溢利 82,579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225 37,909 7 80,188 － － 1,174 － － － － － 239,331
折舊及攤銷 21,380 21,624 1,027 16,115 － 98 1,286 1,054 3,124 － － － 65,708
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 － － (18,158 ) － － － － － － － － (18,158 )
其他非現金支出 － 8,208 164 － － 12,714 － － 2,777 － － － 23,863

下表呈列本集團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按業務分部之收入、
業績及若干其他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之業務
提供財經 網上教育

資訊及相關 資訊科技 消費包裝 及應用 電子
服務 業務 電子製品 物業發展 銷售證券 物業投資 軟件服務 其他分部 經營酒店 製造服務 電訊產品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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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73,009 211,004 2,164 － 912 2,141 42,954 296 62,175 9,544 － － 404,199

分部業績 34,929 47,242 (6,728 ) (9,638 ) 118 22,083 34,525 (214 ) (21,270 ) (8,358 ) － － 92,689

其他收入 10,330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
　之淨收益 40,388 40,388
未分配企業開支 (33,621 )

經營業務之溢利 109,786
融資成本 (35,192 )
債權人豁免之利息 41,4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50 ) (297 ) 173 550 (124 )

除稅前溢利 115,889
稅項 (747 )

除稅後但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15,142
少數股東權益 (34,171 )

股東應佔溢利 80,971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506 6,725 97 77,585 － 201 457 － － 161 － － 85,732
折舊及攤銷 16,188 12,070 549 12,061 － 57 708 823 7,752 3,474 － － 53,682
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 － － (13,618 ) － － － － － － － － (13,618 )
商譽減值 － － － － － － － － 9,664 － － － 9,664
商譽因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而減少 － － － － － － － － 13,327 － － － 13,327

其他非現金支出 － 1,663 89 130 － 5,542 － － － 1,400 － － 8,824

(b) 地區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分部之銷售予對外客戶及其他
資料：

歐洲 中國
（不包括 （不包括
英國） 香港 香港） 菲律賓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對外客戶 59 111,680 528,911 39,583 1,156 681,389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 7 239,324 － － 239,331

下表呈列本集團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按地區分部之銷售
予對外客戶及其他資料銷售予對外客戶及其他資料：

歐洲 中國
（不包括 （不包括
英國） 香港 香港） 菲律賓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對外客戶 857 3,053 329,226 60,212 10,851 404,199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 16,336 69,396 － － 85,732

3. 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由二零零三年
截至 四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商譽確認為收入 18,158 13,6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18,295 ) (18,840 )
無形資產攤銷 (46,947 ) (34,842 )
攤銷聯營公司權益商譽 (466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305 ) (1,594 )
呆壞賬撥備 (5,708 ) (7,203 )
利息收入 5,326 10,330
商譽之減值虧損 － (9,664 )
商譽因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而減少 － (13,327 )
短期投資減值虧損 (3,503 ) －
產品開發成本撇銷 (148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908 ) (27 )

4. 稅項

稅項包括下列項目：

由二零零三年
截至 四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本年度稅項－海外
年內／期內稅項 8,918 16,651

本年度稅項－香港
以前年度少提稅項 21 －
遞延稅項
－年內／期內 － (15,904 )

8,939 747

年內／期內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須繳交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因而並無於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
稅準備。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乃根據各該等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股東應佔溢利 82,77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80,971,000
港元）及年內／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9,634,723,456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 15,296,323,059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17,921,804,147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年內經調整股東應佔純利 82,77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 81,122,000港元）及年內／期內經調整所有潛在具攤薄作用股份之影響後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股數 19,917,363,766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17,921,804,147股）計算。

經調整股東應佔純利乃按照年內股東應佔純利 82,57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 80,971,000港元）與業績因應付可換股票據利息而攤薄之 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期間： 151,000港元）兩者之總和計算。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乃按照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19,634,723,456
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15,296,323,059股）與假設本公司所有可換股票據獲換股
及購股權獲行使而視為無代價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282,640,310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期間： 2,625,481,088股）兩者之總和計算。

核數師報告摘要
本公司核數師已修訂彼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之報告，
彼等報告中關於採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賬目之意見載於下文：
「有關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之基本不明朗因素
在作出意見時，我們亦已考慮財務報表內有關編製財務報表採用之持續經營基準所作之
披露是否足夠。正如財務報表附註 2所載，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是
取決於　貴集團獲得往來銀行商討的新借貸融資，及假設　貴集團將由物業發展業務中
獲得現金流入。財務報表並無包括任何因　貴集團未能持續經營而可能須作出之任何調
整。倘未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則分別須作出調整以減低　貴集團資產之價
值至其可收回價值，為任何可能出現之未來負債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重新各
自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我們認為財務報表已適當地披露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基
本不明朗因素，故我們並無就此作出保留意見。」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已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確定有權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
份。擬辦理過戶登記者須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下午四時正
以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
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方能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資訊科技業務、提供財經及有關資訊、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及透過其上市附屬公司 South Sea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南海控
股」）從事物業發展、設計及推廣消費包裝電子製品業務。年內營業額約681,4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404,200,000港元），而溢利淨額則為 82,600,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81,000,000港元）。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3,471,800,000
港元，相當於每股 0.17港元。
二零零四年，本公司的業績與上一個期間預期相比未能達到最佳水平，其主要原因在於
中國大陸在二零零四年中施行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但在細節上並未很好地考慮一般企
業的需要，這一政策因素所造成的大環境一定程度上鉗制了本集團業務的增長；另一方
面，本公司進行內部管理改革所引發的人事變動也在一定程度對業績增長存在過度性影
響。但從二零零五年初的業績表現看，管理改革在尚未全部完成的情況下就已經初現成
效，從數字上說明了此次管理改革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可見，隨著本公司的進一步成長，
對管理結構的加強和業務網絡規模的不斷擴大都使二零零五年本集團的持續增長蓄勢待
發。
資訊科技業務
此業務部門向公司客戶（尤其是向中小企業）提供互聯網應用服務，年內業績表現持續優
異。此部門錄得收入約378,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211,000,000
港元），而分部溢利則約為89,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47,200,000
港元）。
二零零四年，本集團對該些企業進行了全面的管理改造和業務提升，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年內，本公司重新整合了旗下企業的技術力量，增強了產品研發能力和運營維護水平，
大幅度提升了技術平台的穩定性和運營效率。二零零四年七月，本公司將旗下企業的數
據中心 (IDC)全部遷入亞洲最大的、位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國網通公司的超級 IDC，建
立了獨立的超大規模專用機房和網絡運營中心，在企業資訊科技服務領域首家推出 7x24
小時實時運營維護。我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充分肯定和認可。其
中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企動力」）被專業評測機構和媒體評為「二零零五年中
國互聯網服務首選品牌」。
提供財經資訊
於年內，此業務部門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及溢利貢獻。年內營業額約為 78,5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73,0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則錄得約22,4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34,900,000港元）。集團在中國期貨資訊
市場的佔有率達 85%，在銀行個人外匯資訊市場的佔有率達 65%。
在本回顧期年將旗下之北京世華國際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世華」）成功轉型為專業財經資
訊供應商，通過優質的信息交流、專業的內容分析、實時的信息傳播，世華為規範中國
資訊市場以及提升資訊行業標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世華在產品系列中加入能
源資訊，結合國際國內宏觀政策、能源產業趨勢、價格走勢等為其客戶提供專業信息與

分析。在業務範圍的拓展方面，透過與國際知名金融資訊與分析機構進行的戰略合作，
世華的資訊標準以及分析評論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已在中國得到普遍讚許，並正在獲得國
際金融資訊業的接受與認可。

網上教育及應用軟件服務
於年內，此部門之營業額約為 71,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43,0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則錄得約 53,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34,500,000港元）。

本回顧年內北京華夏大地遠程教育網絡服務有限公司（「華夏大地」）獲得了階段性發展成
果。至本回顧期止，華夏大地教育網已連續兩年被新浪、搜狐評為「全國十佳網絡教育機
構」之一。作為遠程教育在國內的先鋒，二零零四年，華夏大地的網上招生服務代理機構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100家，已達到 300多家。與中國教育部、全國考試辦公室及各省市考試
院等教育權威機構建立了廣泛合作關係，與中國重要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等 70
餘家網站合作。

物業發展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錄得營業額（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及約
700,000港元之分部溢利（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虧損 9,600,000港元）。
錄得溢利主因在於年內負商譽確認為收入及發展中物業重估之盈餘所致。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以控股方式透過附屬之南海控股從事房產物業經營，其深圳地產項
目如期通過一應政府審批，並以「半島城邦」名稱順利進入施工及市場推廣階段。以現期
市場價格及供需走勢估算，該項目收入回收期的運營狀況將十分樂觀。根據已獲批之詳
盡總體規劃設計及概念，標誌性的文化社區落成後總面積將約 100萬平方米。半島城邦第
一期預計在二零零五年九月開始預售，並將在未來數年為本公司帶來龐大現金收益。

與此同時，以超大型國際現代化生態商住社區為建設目標的廣州花都項目由於新白雲機
場的建成對周邊環境的利好拉動，我們正在對總體規劃設計做一個詳盡的檢討，各項審
批手續也正在順利進行之中，全面施工和首期開盤工作的落實和實施指日可待。該項目
預售估價近期一路攀升，有望於正式開盤之日突破人民幣4,500元每平方米。管理層認為，
預期建築面積合約 108萬平方米的廣州花都項目將在數年內持續為本公司帶來巨大收益。

消費包裝電子製品
於年內，此部門錄得營業額約 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11,700,000港元），而分部虧損減少至約 4,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6,700,000港元）。

由於此業務市場持續競爭激烈，導致營業額下降。管理層將繼續留意市場發展，並致力
減低競爭激烈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
淨值約為 3,471,8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52,20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
為單位）。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減少至 406,000,000港元（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80,900,000港元），其中約 210,500,000港元按固定利率計息，
約 195,500,000港元按浮動利率計息。借貸總額減少乃由於年內償還貸款 192,700,000港元及
兌換為數 4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總借貸佔股東資金總額
百分比計算，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9.5%減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1.7%。
該項下降因為前述之借款減少及兌換可換股票據所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或有負債為 165,2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擔保所致。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為13,500,000港元之在建工程、市值約830,700,000
港元之上市證券、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之股份押記、以及一幅位於中國蛇口六灣土地編
號K708-5之待發展物業地塊連同其全部銷售所得款項已質押作為信貸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借貸及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
波動風險相對較低。整體而言，年內本集團主要以所賺得之人民幣收入支付中國業務之
資金支出，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人民幣銀行借貸，至於該等借貸主要用於中國業
務之人民幣資金需求。

員工
本集團之員工聘用及薪酬乃根據員工之學歷、經驗及表現為基礎。除基本薪金外，其他
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團體醫療保險、團體個人意外保險、外間培訓資助及考試
休假。員工可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按董事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一般而言，每
年均會進行薪金檢討。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 8,422名員工（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31名）。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之薪金及津
貼共約 213,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132,400,000港元）。

展望
二零零四年，本公司進行了與附屬公司南海控股之間的股權結構調整和業務重組規劃。
這一計劃旨在將擁有龐大物業資產的南海控股調整為控股公司，本公司則成為南海控股
的附屬公司。結構調整完成後，南海控股將集中於物業投資開發和以控股形式掌控資訊
科技業務，本公司則專注於資訊科技業務的經營發展。透過重組，本公司的主營業務更
加清晰，使我們能夠集中優勢力量和資源，一方面構架以中企動力為旗艦，與北京新網
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網」）、廣州漢鑫商務科技有限公司（「漢鑫」）等組成的資訊科
技產業集團，另一方面繼續發展以世華為主體的金融資訊服務業和以華夏大地為主體的
遠程教育與應用軟件服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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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積極意義。目前，本公司已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批准削減股
本及分派事宜，並預計將於本年年中時完成整項股權結構調整。由於與股東及債權銀行
就削減股本事宜進行一些技術性安排，重組未能如期進行，但該等事宜已經全部處理完
畢，本集團將在二零零五年加快調整進度。

憑藉過去幾年所積累的管理經驗和資源，二零零五年我們將組建以中企動力為龍頭的資
訊科技產業集團，建立一體化的營銷、研發、運營、信息、行政、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
平台。憑藉於此，該集團將充分發揮自身整體優勢，使中企動力、新網、漢鑫等企業實
現優勢互補，在技術和管理上相互支撐，並在集團內部深度挖掘資源共享和開發的廣闊
空間。本集團認為，集團化將是以中企動力為代表的企業集團成為中國企業資訊科技服
務業領導者的決定性舉措。

二零零五年，本公司還將進一步加大在企業資訊科技服務領域、金融資訊服務領域及遠
程教育與應用軟件服務領域的投資，除透過提升經營管理增加旗下公司的收入和利潤之
外，我們還計劃建設LINUX研發中心，建立更為強大的技術研發團隊，並繼續整合收購更
多的相關領域的主要企業，發展更多的戰略聯盟，延展產品線，大幅度提升市場份額，
鞏固本公司在相關領域的市場主導地位。

由於本公司旗下之華夏大地在二零零四年表現出了強勁的發展態勢和良好的業績水準，
不僅成功地進入企業經營回收期，形成了集團內獨立的業務板塊，而且已經在業內贏得
較高的聲譽，並逐漸擁有了進行獨立市場經營的經驗和資本，故在市場環境允許和各方
面條件趨於成熟的情況下，我們將在適當的時機加強該企業的獨立運營程度。

二零零四年，本公司已經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傳媒的周邊領域，但是，由於對中國文化傳
播領域政策穩定性的不確定，本公司在該領域將繼續持有審慎的發展態度。

未來一年，我們將繼續以企業資訊科技應用服務、金融資訊服務、遠程教育與應用軟件
服務等業務作為發展重點，充分利用旗下公司在各自領域已經建立的市場地位，不斷鞏
固和擴大業內的領先優勢，使公司的股東獲得更大的投資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修改章程
鑑於最近上市規則修改有關實行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董事會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向股東
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批准修改章程以符合守則。有關修改將包括條文要求所有委任董
事以填補臨時空缺者須於彼等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重選，及每位董事最少每
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此外，為於本公司簽立文件時提供靈活性，董事會亦建議修改章程
在需要本公司加蓋鋼印的文件時，准許由一位董事及公司秘書簽署、或兩位董事或由董
事不時委任的其他一位或多位人士簽署。有關建議修改之特別決議案（決議案 7）全文已載
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董事會名單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于品海先生及張宏任先生；三名
非執行董事：李士林先生、羅寧先生及林秉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覃天翔先
生、陳立先生及馮榮立先生。

刊載其他資料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在過渡期安排下，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
之該等規定，仍然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會計期間之業績公佈）規定之所有
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刊載。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張宏任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茲通告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中
環干諾道中三號麗嘉酒店宴會樓層 (B1)宴會廳 I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與核數
師報告。

2. 重選退任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各董事之酬金。

3. 重新委聘退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普通決議案

4.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 (經修訂後或不予修訂 )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 (c)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
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及配發、發行或
授出可兌換該等股份之證券，或認購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以認購該等股份或可兌
換股份之證券，及訂立或授出或需於有關期間內或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力之
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本決議案 (a)段之批准須加入授予本公司董事之任何其他授權，及授權董事於有關期間
內訂立或授予或須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本公司董事依據本決議案 (a)段之批准而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不論是否依據
購股權或其他方式）及發行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20%，而上述批准須按此受限制；惟依據以下事項而配發或發行者除
外 (i)供股（定義見下文）； (ii)依據本公司不時之組織章程，實行任何以股代息發行股份；
(iii)依據當時所採納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以授出或發行股份或認購本公司股份
權利予本公司及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僱員之方式發行股份；或 (iv)依據本公司發行之任何
認股權證或任何可兌換本公司股份證券之條款行使認購或兌換權時發行股份；

(d) 待本決議案 (a)、 (b)及 (c)段均通過後，撤回本決議案 (a)、 (b)及 (c)段所述之任何已於更早
期間授予本公司董事及現時仍然有效之批准；及

(e)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時；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授權之日。

「供股」指本公司董事於指定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份持
有人按其當日之持股比例，向彼等提呈發售股份建議（惟本公司董事有權就零碎股權或
為顧及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任何限制或責任或
規定，而作出其認為必需或權宜之豁免或其他安排）。」

5. 作為特別事項處理，提呈考慮並酌情通過（經修訂後或不予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
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 (b)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
按照所有適用法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不時修訂之
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

(b) 根據本決議案 (a)段批准本公司可能購回之股份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
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10%，上述批准須受此數額限制；

(c) 待本決議案 (a)及 (b)段均通過後，撤回本決議案 (a)及 (b)段所述之任何已於更早期間授予
本公司董事及現時仍然有效之批准；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之日期止
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時；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組織章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授權之日。」

6. 作為特別事項處理，提呈考慮並酌情通過（經修訂後或不予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
通決議案：

「動議待本大會通告內所載第 4項及第 5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擴大根據召開本大會通告所載第
4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發行及處理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加入本公司根據召開本大會通
告所載第 5項決議案授權而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面值總額之數額，惟該購回股份之數額
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 10%。」

特別決議案

7. 作為特別事項處理，提呈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特別決議案：

「動議修改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如下：

(a) 刪去現時章程第 87條的「惟任何被委任的董事須留任直至下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並
符合資格膺選連任。」等字，並以「任何董事因填補臨時空缺者而被委任者僅可留任至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大會，而任何董事被委任加入董事會則可留任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
週年大會，在兩種情況下，均符合資格膺選連任。」等字取代；

(b) 刪去現時章程第 94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於每年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無論委任或聘任董事的任何合約或其他條件所述）當時
董事的三份一數目（或如其數目並非三的倍數，最接近但又不超過三份一數目）需要輪
值退任，惟無論如何，每一位董事（包括已按指定年期委任的董事）需要最少每三年輪
值退任一次。退任董事符合資格膺選連任及於退任的大會上仍需擔任董事。」；

(c) 刪去現時章程第 95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惟須在章程第 94條之規限下，輪值退任的董事需包括（在需要確定輪值退任的董事數
目的情況下）任何董事願意退任惟不願意膺選連任；及任何其他需要輪值退任的董事應
為由其最近期重選或委任起計在任時間最長的董事，及因此，於同日成為或最近期重
選的董事，將以抽籤決定（除非董事之間已同意）退任人選。根據章程第 87條委任的任
何董事（彼為須留任直至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的董事）毋須計入根據章程第 94條及第
95條於該股東週年大會上決定退任為董事的人選或需輪值退任的董事數目。」；

(d) 刪去現時章程第 97條的「並無代其通知」等字，並以「惟須在章程第 100條要求之規限下」
等字取代；

(e) 刪去現時章程第 98條全文及其旁邊附註，並以下文取代：

「有意地刪去。」；

(f) 刪去現時章程第 104條的「不，當彼仍留任該職位」等字，並以「（無論董事被委任或聘任
的任何合約或其他條件所述）」等字取代；及刪去現時章程第104條的「不」一字，並以「及」
一字取代；

(g) 刪去現時章程第107條的「董事於任何時間內並非在香港殖民地時，於該段期間將不獲發
任何該等會議的通知。」等字；

(h) 刪去現時章程第 109條的「及除另行決定，主席的任期為三年或其出任董事的任期（以較
短者計算），及符合資格膺選連任」等字，並以「惟（無論彼可按特定年期委任）主席需按
照章程第 94條及第 95條輪值退任」等字取代；及

(i) 刪去現時章程第 119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惟須按章程第 14條的其他規定，所有要求加蓋公司鋼印之契據或法律文件必須由一位
董事及公司秘書或由兩位董事或由董事（在一般或按特定的情況下）不時委託之一位或
多位人士簽署作實。」」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屈家寶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此次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於投票時
代其投票。受委派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副本，
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召開時間 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雅柏勤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方為有效。

3.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確定有權出席上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之身份。擬
辦理過戶登記者須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下午四時正以前，送
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
行港灣中心地下，方能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4.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于品海先生、張宏任先生、李士林先生、羅寧先生、林秉
軍先生、覃天翔先生、陳立先生及馮榮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