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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提呈董事會報告及本公司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年內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並無變動，仍為投資控股。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

附註15。年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之性質並無改變。

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貢獻之

分析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及本公司與本集團於該日之財務狀況載於第

19頁至第66頁之財務報表。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股息。

財務資料概要

摘錄自本公司已公佈經審核財務報表及經適當重新分類之本集團最近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以及資

產及負債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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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概要（續）

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對先前於財務報表中入賬之數額並無造成

任何重大影響。

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7,869 143,765 40,333 119,346 385,145

除稅前虧損 (46,500) (154,424) (31,612) (245,790) (111,042)

稅項 1,188 4,621 (667) 943 (4,38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45,312) (149,803) (32,279) (244,847) (115,422)

少數股東權益 (754) (1,804) 836 2,927 14,396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46,066) (151,607) (31,443) (241,920) (101,026)

資產及負債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1,751,340 1,997,391 2,165,597 2,067,751 2,766,020

總負債 (520,789) (522,564) (590,199) (628,160) (688,145)

少數股東權益 (2,186) 3,023 5,145 4,347 (110,966)

資產淨值 1,228,365 1,477,850 1,580,543 1,443,938 1,96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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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及持作日後發展之物業

本集團固定資產及持作日後發展之物業之變動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3及14。

股本及購股權

本公司股本及購股權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7。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之法例均無規定本公司必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優先配售新股。

儲備

年內本公司及本集團之儲備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8。

可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計算之本公司可供分派之

儲備為1,108,904,781港元。此外，本公司之股份溢價為85,134,034港元，可供以繳足紅股方式分派。

慈善捐款

本年度，本集團共捐出102,500港元（二零零零年：2,551,000港元）作為慈善捐款。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五個最大客戶所佔之銷售額佔全年總銷售額少於30%（二零零零年：75%）。

本集團向五個最大供應商之購貨額佔全年總購貨額約30%（二零零零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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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本公司於本年度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鍾斌銓

鍾金榜

鍾斌盛

鍾燊榮

獨立非執行董事：

簡福飴

黎慶超

非執行董事：

林　義

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7條，鍾燊榮及簡福飴將會告退，惟願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董事之服務合約

建議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候選連任之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不可由本公司於一年內無需支

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止之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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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有關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7。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已向下列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代價為每份購股權1港元，詳情

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

鍾斌銓 15,000,000

鍾金榜 15,000,000

鍾斌盛 15,000,000

鍾燊榮 15,000,000

60,000,000

所有購股權均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授出，並可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至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期

間以認購價每股0.268港元（倘適當時可予調整）行使。

年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

除上文所述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任何董事、彼

等各自之配偶或年齡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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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之股本中擁有根據證券（披露權

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本公司須列入其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如下：

(i) 於本公司之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公司

鍾斌銓 281,453,392

鍾金榜 281,453,392

鍾斌盛 281,453,392

鍾燊榮 281,453,392

林　義 281,453,392

附註： 由於該等董事實益擁有本公司主要股東鴻福實業有限公司的股份權益，故被視為持有本公司股份之公司

權益。

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乃於上文「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一節分開披露。

(ii) 於一間聯營公司—鴻福實業有限公司（「鴻福實業」）之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公司 個人 家族 其他

附註 (a) 附註 (b)

鍾斌銓 88,054,912 5,163,140 1,125,300 121,336,000

鍾金榜 88,054,912 2,571,980 503,000 121,336,000

鍾斌盛 88,048,312 2,752,376 101,200 121,336,000

鍾燊榮 21,877,512 54,821,000 207,000 121,336,000

林　義 － 6,619,092 － 121,336,000

附註：

(a) 該等股份由董事擁有實際權益之多間公司實益擁有。

(b) 該等股份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榮豐集團有限公司實益擁有。由於董事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之權益，

故被視為擁有鴻福實業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

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中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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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中之權益

年內，除財務報表附註33所披露者外，各董事並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參與之任何重大合

約中擁有重大實際權益。

主要股東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本公司已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之規定將下列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中10%或以上之權益記錄於股東名冊內。

所持股份數目

名稱 附註 直接 間接 %

HFL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Limited（「HFL」） 277,601,392 － 40.6

鴻福貿易有限公司（「鴻福貿易」） (i) － 277,601,392 40.6

鴻福有限公司（「鴻福」） (ii) 3,852,000 277,601,392 41.1

鴻福實業有限公司（「鴻福實業」） (iii) － 281,453,392 41.1

Barragan Trading Corp. 142,656,283 － 20.8

附註：

(i) 由於鴻福貿易持有HFL之權益，故鴻福貿易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實際權益被視為與其全資附屬公司HFL所擁

有者相同。

(ii) 由於鴻福持有鴻福貿易之權益，故鴻福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實際權益被視為與其全資附屬公司鴻福貿易所

擁有者相同。此外，鴻福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5%之權益。

(iii) 由於鴻福實業持有鴻福之權益，故鴻福實業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實際權益被視為與其全資附屬公司鴻福所

擁有者相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彼等之權益已載於上文「董事之股本權益」一

節內）曾登記持有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須予以記錄之本公司股本權益。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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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於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4。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年報所涵蓋之整個會計年度均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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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㶅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任滿告退，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決議案，續聘其為本公司之核

數師。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鍾斌銓

香港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