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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本人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奇盛（集團）有限公司未審核
的中期業績。本集團的審核委員會及本集團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閱本中
期業績。

截止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集團綜合溢利為8,900,000港元，與二零零零年
同期比較，減少59.4%。每股盈利下跌2.9仙至2.0仙。盈利下降主因在於全球經濟放緩令營業
額下跌，及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因有價証券投資價值下降導致11,300,000港元淨虧損。董
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一仙（二零零零年：每股二仙）予股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三 449,763 537,902

其他收入 四 4,403 9,535
存貨中製成品之轉變 (6,796) 2,101
購貨以供銷售 (394,406) (483,489)
使用之原料及消耗品 (1,809) (3,525)
員工成本 (9,445) (10,602)
折舊及攤銷 (1,523) (1,684)
其他經營費用 (12,787) (18,007)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所產生之溢價攤銷 (1,511) —

其他投資之已變現（虧損）收益
及未變現虧損 (11,259) 645

經營溢利 三 14,630 32,876
財務成本 五 (3,437) (6,586)

11,193 26,290

攤佔聯營公司收益（虧損） 1,380 (771)

除稅前溢利 12,573 25,519
稅項 六 (2,958) (2,277)

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9,615 23,242
少數股東權益 (730) (1,334)

期內溢利 8,885 21,908

股息 七 13,365 17,820

每股盈利 八 2.0 仙 4.9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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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重訂）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核） （已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九 220,146 220,146
物業、機器及設備 十 40,065 41,751
聯營公司權益 十一 51,484 51,880
證券投資 十二 17,840 10,040

329,535 323,817

流動資產
存貨 十三 33,156 40,84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十四 85,924 92,735
應收票據 18,107 17,521
預付稅款 110 180
證券投資 十二 155,997 157,391
銀行短期存款 85,027 66,09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8,676 96,706

436,997 471,481

資產總值 766,532 795,298

股東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十五 22,275 22,275
儲備 十六 552,761 558,891

575,036 581,166

少數股東權益 15,524 16,700

非流動負債
聯營公司少數股東欠款 10,557 10,55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七 50,895 36,666
應付票據 — 2,106
應付稅款 3,744 2,649
銀行借貸 十八 110,776 145,454

165,415 186,875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值 766,532 79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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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未審核）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21)

攤佔聯營公司之儲備變動：
— 資本儲備 (191)
— 投資物業估值儲備 (151)
— 物業估值儲備 (69)
— 匯兌儲備 (46)
— 保留溢利 193

(264)

未確認於簡明收益表之淨虧損 (1,685)

本期內溢利 8,885

已確認盈餘總額 7,20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未審核）

營運所得之現金收入淨額 40,114

投資回報及財務支出之現金支出淨額 (14,696)

稅項支出之現金支出淨額 (1,751)

投資業務之現金支出淨額 (8,044)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 15,623

期初時現金及現金等值 17,351

匯率變動影響 (47)

期末時現金及現金等值 32,927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銀行短期存款 85,027
銀行結餘及現金 58,676
銀行借貸及透支 (110,776)

3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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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一、 編制之原則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之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條例（上市條例）附錄十六之有關披露要求而編製。惟經上市條例允許，
未有在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表或包括在會計期間結束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的中期財
務報告內首份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中，按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五條的要求，列載比較數字。

二、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過往成本慣例，並經重估部份物業及證券投資而編製。

在編製中期財政報告時採納之會計政策，除以下所述者外，均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完全一致。

在本期間，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發之修訂或新標準會計準則：

分項報告

集團首次在其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納的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六條「分項報告」，為財務資料的分
項分析建立基本原則。詳請已細列在附註三。

在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的股息

按標準會計準則第九條（修訂）「結算日後之事項」，在結算日後建議或宣派的股息，未有在資
產負債表內列為負債。於前年度宣派的股息將以結算日後調整事項處理，並導致二零零零年
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東資金分別增加17,820,000港元及13,365,000港元。比較數
字亦已重新編列以反映會計政策之轉變（附註十六）。

準備金

按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八條「準備金、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所規定，當一件過往事件產生現
行責任，在合理估計下有可能經濟利益支出者，集團將對有關責任進行撥備。

商譽

集團在本期間採納標準會計準則第三十條「業務合併」，並選擇不對已沖銷（撥入）在儲備內之
商譽（負商譽）重新編列。所以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的商譽，仍
保留在儲備賬內，當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或商譽出現減值時，才撥入收益表內，在二零零一年
一月一日前因收購所產生的負商譽，會在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時，撥入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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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所產生的商譽將被資本化，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即
期間為五年至二十年。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所產生的負商譽，將列為資產的扣
減，在分析該結餘產生方法及相關情況後，撥入收入中。

資產減值

標準會計準則第三十一條「資產減值」對集團的財務資產及投資物業外之其他資產的減值，引
入正式的減值機制。

除標準會計準則第九條（修訂）外，採納以上準則對前年度的報告數字，並無重大影響。

三、 分項資料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按業務分項及市場區域分項
分列如下：

業務分項：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經銷化工及
金屬原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其他業務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435,641 9,552 4,399 171 — 449,763
分項間銷售 9,305 1,109 — 3,960 (14,374) —

總銷售額 444,946 10,661 4,399 4,131 (14,374) 449,763

分項業績 17,225 7,706 (8,491) 72 — 16,512

銀行利息收入 3,554
未能分配之
其他收益 849

未能分配之
公司費用 (4,774)

收購一間
聯營公司
所產生之
溢價攤銷 (1,511)

經營溢利 14,630

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經銷化工及
金屬原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其他業務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21,281 9,405 3,419 3,797 — 537,902
分項間銷售 19,643 1,256 — 4,498 (25,397) —

總銷售額 540,924 10,661 3,419 8,295 (25,397) 537,902

分項業績 19,542 6,635 3,649 214 — 30,040

銀行利息收入 3,757
未能分配之
其他收益 5,778

未能分配之
公司費用 (6,699)

經營溢利 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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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區域分項：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中華人民
共和國

香港 台灣 其他地區 其他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88,793 83,128 47,955 29,887 — 449,763
分項間銷售 13,331 785 258 — (14,374) —

總銷售額 302,124 83,913 48,213 29,887 (14,374) 449,763

分項業績 2,968 3,433 8,713 1,398 — 16,512

銀行利息收入 3,554
未能分配之
其他收益 849

未能分配之
公司費用 (4,774)

收購一間
聯營公司
所產生之
溢價攤銷 (1,511)

經營溢利 14,630

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

中華人民
共和國

香港 台灣 其他地區 其他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10,853 130,548 54,865 41,636 — 537,902
分項間銷售 21,798 2,937 335 327 (25,397) —

總銷售額 332,651 133,485 55,200 41,963 (25,397) 537,902

分項業績 13,235 6,188 8,959 1,658 — 30,040

銀行利息收入 3,757
未能分配之
其他收益 5,778

未能分配之
公司費用 (6,699)

經營溢利 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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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 3,554 3,757
其他收入 791 5,677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58 101

4,403 9,535

五、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為五年內到期償還銀行借貸之利息支出。

六、 稅項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現年稅項
香港利得稅 1,780 1,546
海外利得稅 1,177 731

2,957 2,277

攤佔聯營公司稅項 1 —

2,958 2,277

香港利得稅是以本期內估計利潤按16%計算。

外國稅項是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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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息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末期股息每股3仙
（截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4仙） 13,365 17,820

八、 每股溢利

每股溢利乃本期內溢利8,88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21,908,000港元）
及本期內已發行股份445,500,000股（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445,500,000股）計
算。

九、 投資物業

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五條並無要求企業安排專業測計師，對在中期結算日持有的已估值資產
重新估值，所以集團的投資物業，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並未進行專業估值。但董事會
認為，集團的投資物業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價值，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專
業估值，並無重大差距，所以在本期間並未計入任何重估盈餘或虧損。

十、 物業、機器及設備

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集團並無在物業、機器及設備上，有重大的
收購或沽售。

十一、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攤佔資產淨值 25,799 24,684
收購溢價 30,218 30,218
攤銷溢價 (4,533) (3,022 )

51,484 5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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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證券投資

投資證券 其他投資 總額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份：
上市 — 香港 — — 111,068 122,857 111,068 122,857
上市 — 海外 3,132 3,132 8,766 7,115 11,898 10,247
非上市 11,007 3,207 23,315 18,444 34,322 21,651

14,139 6,339 143,149 148,416 157,288 154,755

債券：
上市 — 海外 — — 16,549 12,676 16,549 12,676

證券總值：
上市 3,132 3,132 136,383 142,648 139,515 145,780
非上市 11,007 3,207 23,315 18,444 34,322 21,651

14,139 6,339 159,698 161,092 173,837 167,431

上市證券市值 3,175 3,432 136,383 142,648 139,558 146,080

面值分析：
非流動 14,139 6,339 3,701 3,701 17,840 10,040
流動 — — 155,997 157,391 155,997 157,391

14,139 6,339 159,698 161,092 173,837 167,431

十三、 存貨

總值11,829,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83,000港元）之製成品按可變現淨值
入賬。

十四、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集團對客戶之平均放賬期為貨到付款至120天。貿易應收賬款69,767,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81,023,000港元）包括在集團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中，已按賬齡分列
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天 31,819 37,412
31 — 60天 23,207 24,665
61 — 90天 11,808 12,628
91 — 120天 2,164 3,965
121 — 365天 769 2,353

69,767 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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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港幣千元

普通股股份每股面值港幣5仙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時 700,000,000 35,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時 445,500,000 22,275

十六、 儲備

投資物業 物業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估值儲備 估值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 如過去所述 153,728 26,090 5,280 15,440 1,515 321,166 523,219
— 前期收益調整數（附註二） — — — — — 17,820 17,820

— 重新修訂 153,728 26,090 5,280 15,440 1,515 338,986 541,039
換算海外業務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379 — 379
攤銷一間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191 302 — (168) — 325
是年度溢利 — — — — — 43,878 43,878
已付股息 — — — — — (26,730) (26,730)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53,728 26,281 5,582 15,440 1,726 356,134 558,891
換算海外業務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421) — (1,421)
攤銷一間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191) (151) (69) (46) 193 (26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商譽撥入 — 35 — — — — 35
本期內溢利 — — — — — 8,885 8,885
已付股息 — — — — — (13,365) (13,365)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53,728 26,125 5,431 15,371 259 351,847 552,761

十七、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貿易應付賬款30,10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38,000港元）包括在本集團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天 21,572 12,827
31 — 60天 8,130 1,335
61 — 90天 348 168
91 — 120天 51 2
121 — 365天 — 6

30,101 1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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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銀行借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
銀行借貸包括：

銀行貸款及透支
有抵押 4,410 17,782
無抵押 106,366 127,672

110,776 145,454

十九、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面值7,498,000港元之有租約年期物業（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7,967,000港元）與面值39,561,000港元之証券投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498,000港元）已按揭與銀行作為信貸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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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貿易部門

在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由於全球經濟放緩，致使東南亞地區對金屬及化工產品的貿易需求減
弱。在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整體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比較，下降16.4%。需求的顯著下降，
尤與電子及電腦有關連的行業，使競爭更加劇烈令價格加速下調。面對價格及數量方面的壓力，
利潤下跌11.9%，但邊際利潤仍可維持，仍在於本年度多次利率下調及集團的採購系統與存貨
監控措施有所改善而得益。

電鍍金屬及化工原料

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電鍍金屬及化工原料總營業額為386,2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
較，下降17.4%。疲弱的經濟使亞洲各城市大部份工廠對原料的需求萎縮，在這段期間，金屬
市場價格下跌及同業間激烈的價格競爭，致使壓價出售。因集團台灣的客戶入口業務主要集中
於與電腦及流動電話相關連的工業，加以遭受新台幣貶值的影響，故此集團整體業績表現最差
為台灣市場。雖則在6月底時開始有放緩跡象，中國大陸的銷售仍有健康的增長。成本效益管
理的改進對受壓縮的銷售產生良性影響，並在激烈的價格競爭底下對利潤增長有所改善。

油漆及塗料化工產品

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在中國大陸的油漆及塗料化工產品貿易額下降3.9%。眼看著於中國大
陸過去多年持續增長，全球生產過剩的產品在需求下降底下，均向大陸市場傾銷以致供應過剩。
雖則在主要產品的價格及數量均下跌的困難市場情況下，去年向市場推廣的其他新產品銷售情
況仍以滿意步幅增長，而嚴格的成本監控亦舒緩了利潤下降的影響。

不𣁾鋼

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在鐘錶業整體呆滯需求下，尤以出口去美國市場更甚，不𣁾鋼總銷售額
顯著下跌。在全球市場微弱的需求下引致存貨貯積，直至今年六月底時不𣁾鋼市場價格仍持續
下調。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不𣁾鋼貿易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比較，下降8.3%。在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產生虧損。

物業投資部門

在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總租金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較仍維持平穩。在香港的辦公室物業幾乎
全部出租，但租金與去年同期相比較則下調約5%。

上海辦公室整體上的租賃市場在經歷過一九九九年嚴峻收縮後現正進入復甦狀態。在主要商貿
及金融區域的甲級辦公室需求已從困境期把租金水平向上推高超過35%。集團於上海兩間辦公
室物業現時的租賃條款將於明年上半年到期。與租客商談新續租條款現正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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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上海住宅物業市場維持平穩。在上海過去幾年來，內銷房建造及銷售增
加，但基於中國法例，只限中國本地人仕才可認購。內銷房供應增多，對租賃市場的租賃價格
構成壓力，尤以對只出售予外國人的房地產為甚。由於內銷房與外銷房的住宅物業租金差異在
去年已差不多消除，中國政府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統一內銷房及外銷房的住宅物業之後，
預期對租務市場只有輕微的影響。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整體出租率達到97％，在這期間，每
單位平均每月租金與去年同期相比較下跌21.8%。

証券投資部門

証券組合的市值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159,8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165,800,000港元。

截止二零零一年共六月三十日止的証券組合以証券類別分析如下：

投資市值 分配百分率
港幣千元

股票 119,834 72.3%
債券 16,549 10.0%
基金單位 29,415 17.7%

融資（截止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95.1%來自集團內現金資源及4.9%來自銀行借貸。

截止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証券組合的外匯類別分析如下：

港元 美元 歐羅 日圓 星幣
67.0% 26.5% 1.9% 4.0% 0.6%

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度，在全球市場暗淡投資環境底下，証券組合的業務表現並不理想。在這
期間，集團增持約23,800,000港元，主要為基金單位及債券。截止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由於証券市值下調而錄得未變現虧損11,600,000港元，其中主要為股票類別。於二零零一年六
月三十日由組合所產生的利息及股息收入合共4,400,000港元。管理層估計市場已接近底線水
平，但仍會密切詳審市場動向及對管理組合方面採取保守策略。

員工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共僱用94位員工，包括香港員工62位，中國員工12位及海
外員工20位。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102位員工相比較，減少了8位員工，主要由於集
團其中一間子公司停止營運所致。員工之薪酬維持具競爭力水平，集團並給予員工福利及根據
個人工作表現評估及當年業務財務表現而所發放之花紅。集團定期鼓勵員工參與坊間之課程，
從而改善有關工作之技能及增進本身之專業知識。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總股東資金為575,000,000港元，與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相比較，有輕微1%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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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持有現金存款總值143,700,000港元。與截至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所持現金總值相比較，下降19,100,000港元。現金下降主要在期內運用於証
券投資方面。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銀行總借貸為110,800,000港元，所有銀行借貸
均於一年內到期。與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淨現金值17,300,000港元相比較，截
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淨現金值為32,900,000港元。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總銀行借
貸除以資產淨值為0.19。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所有銀行借貸均以信託收據及短期借貸形式獲得銀行信貸。截
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銀行借貸貨幣分佈為76.0%港元、17.2%美元及6.8%日圓。所
有借貸均以浮動利率計算。在該六個月期內總借貸利率以平均每月4.7%至6.8%年率範圍內計
算。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度的利息支出為3,4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的利息支
出6,600,000港元相比較，下降47.8%。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度，集團所進行的交易均以港元、美元、日圓、歐羅、英鎊、
人民幣、星幣及新台幣為主。在進行商業貿易活動時，集團在適當時候會使用遠期外匯合約以
保障外匯承擔。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結算的遠期外匯合約為300,000美元，該批合
約將於三個月內到期。

除美元外的短期外幣借貸，乃用於融資購入相同的外幣資產。

展望

管理層預期全球經濟放緩在未來日子仍會持續，而整體貿易營運狀況仍將繼續受到不良影響。
集團將集中精力於嚴緊的成本監控，以鞏固以前所建立的市場定位。得以利率持續下調的輔助，
在未來困難環境下，集團仍有信心去迎戰。集團物業投資業務預期在未來日子仍保持穩定，而
管理層對証券投資業務仍然採取保守態度。管理層認為在面對未來境況下，集團的最佳策略仍
以保持財政穩健及集中精力於核心業務為要。

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一仙（二零零零年：每股二仙）已宣告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或該日之前寄發
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已登記之股東。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二十六日，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欲獲派之中期股息，必須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前，將有關股票連同過戶文件一併送達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
處，標準證券有限公司，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五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董事股份權益

依據證券（公開證券）條例第二十九條（「證券公開權益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於二零零一年六
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其有關連人士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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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股數
董事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梁樹榮 184,691,075 — —
袁天凡 — 26,984,000（附註一） 74,760,000（附註二）
梁妙嶋 20,434,000 — —
關慶憲 5,000,000 — —
黃志堅 767,000 — —
黃賽迎 9,500 — —

附註：

1. 26,984,000股由天豐行集團有限公司持有，袁天凡先生擁有該公司60%股份。

2. 74,760,000股以Snowdon International Limited名義登記，而該公司為袁天凡信託基金之受
託人100%實益擁有，袁天凡先生為該信託基金受益人之一。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個人實益持有本公司各附屬公司之無投票權優先股份如下：

附屬公司 董事 無投票權之優先股數目

奇盛五金鋼鐵有限公司 黃志堅 400,000

奇盛工業產品有限公司 梁樹榮 7,000
關慶憲 2,000

三永國際有限公司 梁樹榮 19,440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董事或其有關連人士擁有本公司、附屬公
司或按證券（公開權益）條例所定之聯營公司任何證券權益。

主要股東

依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十六條（一），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所持之股東名冊上，除
已在「董事股份權益」中列出外，並無其他主要股東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十或以上。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並無獲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截止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任何時間，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梁樹榮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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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奇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獲 貴公司之指示審閱第一頁至第十一頁所載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遵從由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及有關規定而編製。
然而，上市規則准許比較數字無須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之規定，載入就截至二零零零年七
月一日或之後之會計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內之首份已確認損益報表或現金流量表內。中期財務
報告乃董事之責任，並已經董事批准。

已進行之審閱工作

吾等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
告之聘約」進行審閱工作。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進行查詢及接納乃按其分析性程序審
閱中期財務報告、評估會計政策及呈列是否貫徹一致地採納（除另有所披露）。審閱工作不包括
審計程序，例如控制測試及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審閱工作範圍相對審核工作為細，因此較
審核工作所提供之保證程度較低。因此，吾等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呈列審核意見。

審閱之總結

吾等之審閱工作並無構成審核。吾等並無得悉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
報告須進行任何重大修改。

吾等並無修改審閱之總結，並務請閣下垂注中期財務報告所披露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比較數字慨無按照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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