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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59）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概要

本集團營業額增加6.3%至約589,653,000港元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增加約37.8%至約72,842,000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198.8%至約23,050,000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約66,346,000港元

總資產增加8.1%至約330,045,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201.4%至4.19港仙

全年業績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 589,653 554,548
銷售成本 (478,877) (454,633)

毛利 110,776 99,915
其他經營收入 8,267 13,302
分銷費用 (13,183) (12,035)
行政開支 (84,489) (87,480)

經營溢利 4 21,371 13,702
財務費用 (4,018) (3,60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168 124

除稅前溢利 28,521 10,219
稅項 5 (4,295) (2,018)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4,226 8,201
少數股東權益 (1,176) (488)

本年度溢利 23,050 7,713

建議每股股息 6 港仙0.5 港仙0.5

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仙4.19 港仙1.39

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受豁免有限公司。綜合業績包括本集團各屬下公司之業績。所有集團內部之間之重大交易
及結餘均已於綜合賬目時予以抵銷。

2. 採納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採納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經修訂）。實施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之主要影響是與遞延稅項有關。往年度，採用損益表負債法就遞延稅項作
部份撥備，負債乃按時差確認，惟時差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則除外。除有限之例外情況外，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規定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遞延稅項按財務報表內
資產負債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採用之相應稅基兩者之所有短暫時差確認。如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內並無任何特別之過渡性條款，新的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比
較數字亦已重列。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及地區分析之營業額及經營盈利之貢獻如下：

按業務劃分：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由三個主要營運部門組成—電子計算機及記事簿、導電硅橡膠按鍵及印制電路板。本集團乃按照上述營運部門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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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三年

電子計算機 導電硅 印制
及記事簿 橡膠按鍵 電路板 其他業務 撇減綜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運業績
營業額
外部銷營 300,116 120,748 133,093 35,696 － 589,653
部間銷售 4,706 9,942 16,730 125 (31,503 ) －

總收益 304,822 130,690 149,823 35,821 (31,503 ) 589,653

業績
分部業績 19,401 1,863 13,698 (12,368 ) － 22,594

其他經營收入 204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27 )

經營溢利 21,371
融資成本 (4,018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168

除稅前溢利 28,521
稅項 (4,295 )

除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24,226
少數股東權益 (1,176 )

年內溢利 23,050

二零零二年

電子計算機 導電硅 印制
及記事簿 橡膠按鍵 電路板 其他業務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績
營業額
外部銷營 321,043 105,682 86,583 41,240 － 554,548
部間銷售 4,363 10,065 12,701 － (27,129 ) －

總額 325,406 115,747 99,284 41,240 (27,129 ) 554,548

業績
分部業績 13,263 8,524 4,130 (11,620 ) － 14,297

其他經營收入 831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26 )

經營溢利 13,702
融資成本 (3,607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4

除稅前溢利 10,219
稅項 (2,018 )

除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8,201
少數股東權益 (488 )

年內溢利 7,713

按地區劃分：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分佈於日本、香港、美洲及歐洲。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附註a） 157,054 99,903 6,018 2,576
日本（附註b） 110,735 141,697 4,243 3,653
美洲 49,380 66,367 1,892 1,711
歐洲 87,815 92,919 3,365 2,396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香港除外） 98,197 78,318 3,763 2,019
其他亞洲國家 76,894 59,193 2,946 1,526
其他 9,578 16,151 367 416

589,653 554,548 22,594 14,297

其他經營收入 204 831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27 ) (1,426 )

經營溢利 21,371 13,702

附註：

a. 董事會相信香港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有部分最終轉售往其他市場。

b. 董事會相信日本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大部分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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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盈利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盈利經扣除下列項目後計算：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594 540
　往年度超額準備不足（超額準備） 60 5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614 31,958
　無形資產－開發成本 8,190 9,360
經營租賃租金 1,137 1,256
過期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3,69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79 4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8,047
呆賬減免 － 521
就陳舊及滯銷存貨提撥準備 258 316
研究及開發之費用 3,049 5,579
計入行政開支之土地及物業重估虧絀 136 346
僱員成本 103,608 97,013

5.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25 40
往年度超額之提撥準備 (2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79 1,604

2,302 1,644
遞延稅項 54 (235 )

應佔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稅項 2,356 1,40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939 609

4,295 2,018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稅率計算（二零零二年：16%）。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現行稅率計算。

6. 建議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金額約達2,75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2,754,000港元），有關建議須獲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回顧年度溢利約23,05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經重列：7,713,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50,776,000股計算（二零零二年：555,598,268股）。
由於本公司並無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之平均巿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儲備

本集團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商譽儲備 贖回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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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  如原先所述 79,022 35,597 19,487 6,553 51,062 (1,847) (31,539) 286 96,800 255,421
－  採納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後以往期間之調整 － － － － (13,787) － － － (305) (14,092)

－經重列 79,022 35,597 19,487 6,553 37,275 (1,847) (31,539) 286 96,495 241,329
發行股份 3,600 － － － － － － － － 3,600
購回股份 (258 ) － － － － － － 636 (636) (258)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 4,865 － － － － 4,865
少數股東權益所分佔之收購後儲備 － － － － (39) － － － － (39)
土地及樓宇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1,313) － － － － (1,313)
少數股東權益所分佔由土地及
樓宇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11 － － － － 11

已付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 － － － － － － － (5,571) (5,571)
年內溢利 － － － － － － － － 7,713 7,713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364 35,597 19,487 6,553 40,799 (1,847) (31,539) 922 98,001 250,337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 2,362 － － － － 2,362
海外業務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 － － － 2,760 － － － 2,760
少數股東權益所分佔之收購後儲備 － － － － (22) － － － － (22)
土地及樓宇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774) － － － － (774)
少數股東權益所分佔由土地及
　樓宇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8 － － － － 8
已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 － － － － － － － (2,754) (2,754)
年內溢利 － － － － － － － － 23,050 23,05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364 35,597 19,487 6,553 42,373 913 (31,539) 922 118,297 274,967

股息
董事會將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並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派付予二零零四年五月二
十五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已登記之股東，惟有關派付須獲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
登記。
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辦
事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28樓。

業務及營運回顧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三年，本集團之業績面臨極具桃戰性的經濟環境，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爆發、伊拉克戰爭及消費意慾不振等衝擊。儘管
受到此等因素影響，本集團所有業務均表現良好，過去所作的投資亦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業務增長。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升至約589,65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54,548,000港元），升幅約6.3%。儘管營商環境競爭激烈，
本集團之毛利率仍得以改善約0.8%至約18.8%（二零零二年：約18.0%）。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經營溢利較上年度增加約179.1%至約28,52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0,219,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股東應佔溢利淨額增加約198.8%至約23,05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7,713,000港元）。此外，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
盈利由約1.39港仙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19港仙。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20-4-2004

4

本集團之既有業務在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增加37.8%至約72,84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2,861,000港元）。本集團一方面致力維
持穩健之財務狀況，而另一方面則繼續拓展其核心業務。
董事對於成功投資聯營公司長盈通訊設備控股有限公司（「長盈控股」，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長盈集團」）感到鼓舞，本集團持有其49%股本權益。
二零零三年是長盈集團業績豐盛的一年。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長盈集團營業額創新高，營業額增加486倍及除稅前溢利上升90倍。由
於產品設計創新及功能超卓，致使長盈集團產品銷量大增，現有客戶訂單增加，大大提升該集團拓展新市場的能力，尤其是歐美及亞太區市場。
長盈集團之客戶主要是歐洲市場內大型的電訊營運商及電訊產品分銷商。長盈集團之核心業務，將繼續為數碼及模擬有線和無線電話之設計及製造，銷
往歐洲及亞太區市場內主要的電訊公司及分銷商。
藉著能幹而投入之管理隊伍，長盈集團已作好準備，充滿信心地繼續迎接未來之挑戰與機會。

業務分析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於回顧年度內，出現種種始料不及之負面因素。伊拉克戰事，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發均打擊了消費者及零售商的信心。然而，此等極具挑戰性之經濟環
境對本集團之業務影響不大，足證本集團在電子製造業內競爭力強以及電子市場之迅速反彈。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專注日本、歐洲及美國著名品牌客戶之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市場。
此外，本集團亦參與一連串之推廣活動，包括於十月舉辦之2003香港電子產品展，為本集團旗下之「凱旋牌」產品建立廣泛穩固之海外客戶基礎。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業務之營業額微跌約6.5%至約300,11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321,043,000港元），佔本
集團總營業額約50.9%。
回顧年度內，管理層成功採取嚴格控制成本之措施，其中以控制原材料及元件價格收效尤為顯著，以抵銷營業額下降之影響。
在重點提高盈利能力之策略下，邊際利潤上升至約21.4%（二零零二年：約19.4%），升幅約2%。為使能對瞬息萬變之市場需求作出靈活回應，本集團按新
確立以客戶為本之模式，配合一向成績卓越之產品開發及具成本效益之製造方法，致力拓展業務。
故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所得之經營溢利約達19,40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3,623,000港元）。
基於經濟環境已處於復甦階段，預期來年之營業額及盈利將繼續大幅上升。
導電硅橡膠按鍵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之營業額進一步增加約14.3%至約120,74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05,682,000港元），佔本集
團營業額約20.5%。這是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成功收購東莞德鉅電子有限公司所致。
然而，二零零三年的市場情況極其惡劣。面對著類似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業務之不利經濟環境，加上價格競爭激烈，邊際利潤從約20%下降至14%，
跌幅約6%。
故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之經營溢利約為1,86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8,524,000港元）。
本集團之導電硅橡膠按鍵主要用於電子計算機、數據庫、電子記事簿、流動電話及遙控裝置。
本集團透過與一名以韓國為基地之科技夥伴組成安盛控股有限公司（「安盛控股」）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安盛集團」），製造及分銷電話按鍵產品，並藉此提
升本集團之技術能力，開發更多精細先進之導電硅橡膠按鍵產品。
展望未來，董事相信透過策略夥伴關係，本集團可達致最終之長遠策略，提升導電硅橡膠按鍵產品之競爭力。
印製電路板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印製電路板業務錄得顯著增長。印製電路板業務之營業額上升約53.7%至約133,0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86,583,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2.6%。營業額及純利增加是因為多層電路板製造業務全年作出可觀之貢獻。
回顧年度內，管理層繼續專注實施嚴格之成本管理，其中以價格競爭較大的原材料及組件之收效尤為顯著。為處理增加之訂單，本集團將部份繁複之工
序外判予分包商。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包費用約17,19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412,000港元）。於回顧年度內，邊際利潤上升約5%
至約25,22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1.8%）。
隨著印製電路板業務大幅增長，董事對印製電路板業務日後之表現及前景感到樂觀，因此，本集團計劃來年增購機器。

其他業務
電子玩具產品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玩具產品（如嬰兒玩具及電子教學產品）錄得營業額約35,69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20,53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電子玩具業務錄得除稅前經營虧損約3,50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除稅前經營虧損約2,298,000港元）。
儘管新產品及業務之投資已明顯影響本集團於年內之盈利，董事相信此乃穩健投資，隨著此等投資帶來新業務時，來年將可為股東提供理想之回報。
無線電話產品
自成立長盈控股後，本集團透過長盈集團以鞏固其電訊業務。因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線電話業務錄得按開發成本計算之攤銷
支出約8,19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9,36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內，開發成本已全數攤銷。
故此，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線電話業務錄得除稅前經營虧損約8,86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除稅前經營虧損約9,322,000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長盈集團之業績
二零零三年對長盈集團來說是成功的一年。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訊業務及產品（如parafone、1.8千兆赫茲、2.4千兆赫茲、5.8千兆赫
茲無線電話及無線會議電話）之營業額上升約386%至約483,33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99,423,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長盈集團為研發數碼無線電話及電訊產品之開發成本約28,704,000港元。
本集團已獲得回報，其對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除稅前經營溢利貢獻約達11,16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24,000港元）。
長盈集團在來年將繼續投入研發工作，並計劃生產新的數碼無線電話，配備彩色屏幕、網際協議聲控功能無線電話及嬰兒監察器。長盈集團之管理層將
繼續專注嚴格控制成本，以期提升邊際利潤。董事有信心長盈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仍會錄得業務增長，為本集團帶來令人振奮之回報。

未來計劃及前景
雖然二零零三年是艱苦的一年，而在非典型肺炎、伊拉克戰事及全球營商環境競爭日趨激烈的衝擊下，本集團在其所有既有業務上仍然表現良好，其多
元化業務為本集團帶來龐大之現金流量。本集團既有業務之EBITDA增加37.8%至約72,84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2,861,000港元）。本集團一方面致力維
持穩健之財務狀況，而另一方面則繼續拓展其核心業務。
隨著經濟明顯復甦，預期來年會為本集團帶來新的商機。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業務將為各主要客戶訂製各款指定之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預期為既有之電子組件及電子集成連接器業務帶來額外的訂單。
為配合日後之業務擴展，現正增設額外的生產設施及淨化車間，預計於二零零四年第二季落成。
印製電路板
隨著現有及新的電訊業客戶帶來更多商機，本集團預計二零零四年對應用於電訊產品之印製電路板需求將會大增，從中可改良其層計組合。
預期主要原料價格會進一步上揚，因此，來年之印製電路板售價能得以站穩，甚或略為向上。連同經改良之層計組合，印製電路板產品之平均售價在來
年可望進一步提高。
本集團將審慎評估現有客戶及新客戶帶來之商機，在適當時機來臨時，將推行擴展計劃。
長盈集團
長盈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接獲之銷售訂單持續增加，董事有信心可望於下半年接獲更多訂單。長盈集團之管理層於二零零四年一直致力發展新產品，
其中參與於德國漢諾威舉行之世界辦公室及資訊設備展覽會的初步反應理想。本集團在來年將隨著長盈集團在無線電話業務方面之增長，積極提升生產
力。
儘管市場競爭激烈，董事預計未來一年將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可望接獲大量訂單並得以擴充客戶基礎。董事相信長盈集團之營業額及純利在來年將持續
增長。
隨著中國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振興經濟之政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的經濟正逐步復甦。
當然，本集團之業務亦受全球經濟趨勢影響，尤其是受美國及歐洲經濟以至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等因素。
儘管未來充滿挑戰，董事深信憑藉本集團穩健之財務狀況、穩固之業務根基，再加上能幹盡忠之管理層及員工，本集團現有之所有核心業務可望於二零
零四年繼續帶來令人滿意之經常性收益，而長盈集團將充份發揮潛能，為股東創造長遠之內在價值。
在無不可預見情況下，管理層深信，隨著本集團之增長平台更臻完善及鞏固，未來財政年度之表現將可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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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資金上升至約330,045,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約為305,415,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及長期計息債項佔股東資金約39.3%（二零零二年：約27.8%）。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其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投資，令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定期存款及現金結餘約達66,34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約68,718,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多間銀行之融資總額度約為231,72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209,948,000港元）。於香港之貿易及透支之銀行融
資總額度約為170,4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151,069,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中約46,02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417,000港元）已
動用，而於中國國內銀行之定期貸款銀行融資均以人民幣列值，總額度約為61,32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8,879,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流動比率維持約1.1（二零零二年：約1.5），此乃按流動資產約325,868,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285,740,000港元之基準計算。二零零三年之速動
比率約為0.9（二零零二年：約1.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債項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責任項目下之總債務）約為129,83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84,855,000港元），約佔股東
資金總額39.3%（二零零二年：約27.8%）。
經仔細考慮現金結餘及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足之財政資源，能應付其日後拓展計劃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份之現金結餘乃以港元或美元存放於香港之主要銀行。
如「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一節內所述，本集團於中國國內銀行之定期貸款銀行融資均以人民幣列值，總額度約為61,32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約58,879,000
港元）。
經考慮利率情況及人民幣或會升值等因素後，本集團已獲得為期三年之定期貸款，金額為45,000,000港元，並計劃用作償還於中國國內銀行之定期貸款銀
行融資。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其在中國國內之附屬公司的淨現金流量及淨營運資金折算。本集團之管理層將透過自然對沖、期匯合約及期權積極對沖外匯
風險。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清期匯合約來對沖源自日後淨現金流量可能產生之外匯虧損。本集團嚴禁進行投機性貨幣交易。貨
幣風險由香港總公司統一管理。
除以上所述外，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及負債、收益及支出乃以港元或美元結算。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所承受之外匯波動風險實屬微不足道。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7,940名全職僱員，其中80名位於香港，而7,860名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之表
現釐定其員工薪酬。僱員亦可參與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公司監管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附錄14之最佳應用守則，惟非執行董事業無按特定
任期獲委任，但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候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其他財務資料刊載
一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包括此兩段在內）所規定之其他財務資料將於稍後時間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頁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
唐錫麟

香港，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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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新界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酒店3樓水晶
廳召開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東週年大會，以商討以下普通決議案：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與核數師報告；

2. 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3. 重選退任董事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彼等之酬金；

4. 重新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及

5. 作為特別事項處理，省覽及酌情通過（不論是否作出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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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配發、發行
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及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須行使此項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本決議案(a)段所述之批准乃給予董事可於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屆滿後行使該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
及購股權；

(c) 董事依據本決議案(a)段所述之批准，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不論是否根據認股權或其他原因）除根據(i)
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ii)根據本公司發行之任何認股權證或任何可兌換本公司股份之證券之條款行使認購或兌換權；(iii)根據任
何當時採納作為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其他合資格參與者之高級人員、僱員授出或發行股份或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行使任何購股權；或(iv)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任何以股代息或配發股份之類似安排以全部或部份
代替以現金支付本公司股息而發行之股份，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之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
限制；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最早達成事項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或任何適用之法例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及

(iii)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股東在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撤回或修訂之日。

「配售新股」乃指於董事所指定之期間內，向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或其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持股
或任何類別股份比例配售股份或本公司其他證券之建議（惟董事有權在必要或權宜時就零碎股權，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所定之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該等地區認可管制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適用規定，取消有關權利或作出其他安排）。」

B.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b)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授權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依據所有適用之法例及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
購回本公司之股份；

(b)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a)段所述之批准可能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股本面值總額10%，而
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最早達成事項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或任何適用法例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及

(iii)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股東在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撤回或修訂之日。」

C. 「動議待第A 項及第B 項決議案通過後，根據上述第B 項決議案所授董事權力購回本公司之股份面值總額，加上董事根據上述第A 項
決議案可能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

6. 作為特別事項處理，省覽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特別決議案：

「動議本公司的公司細則修改如下：

A. 緊接公司細則第1條「條例」之定義後加入下述定義：

「聯繫人士」指按指定之證券交易所有關規管本公司股份上市之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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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刪除細則第76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76. (1) 除非股東已妥為登記，並已繳付其就本公司股份現時應付之所有股款或其他款項，否則該股東無權出席股東大會及投票及獲
計入法定人數之內，但董事會另行決定除外。

(2) 任何股東根據指定證券交易所有關規管本公司股份上市之規定須就本公司任何特定決議案放棄投票權或被限制就本公司任何
特定決議案只可投贊成票或只可投反對票，則該名股東或其代表在違反該等規定或限制情況下所投之票數，將不獲計算在內。

C. 刪除細則第88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88. 除於會上告退之董事外，若非獲董事會提名委任，任何人士概不得於任何股東大會上膺選出任董事，除非由一位合資格出席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惟被提名選為董事者除外），就擬提名有關人士參與董事選舉而向本公司發出通知，連同該位人士向本公司
發出表明願意參選的通知，送交本公司總辦事處或註冊辦事處則作別論，提交上述通知之最短期限為最少七天，而提交該等通知
之期間不得早於寄發進行該等董事選舉之股東大會通告翌日，亦不得遲於該股東大會舉行日期前七日。

D. 刪除細則第103條全文，並以下文取代：

103. (1) 董事不得在批准其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之董事會決議案上投票，其亦不計入有
關法定人數，惟此限制不適用於下列任何情況：

(i) 本公司就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應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要求或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利益，借出款項或引起之責
任或作出之承擔而向該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提供任何抵押或賠償保證之合約或安排；

(ii) 本公司就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本身單獨或共同提供全部或部份擔保或賠償保證或提供抵押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負債
或承擔而向第三者提供任何抵押或賠償保證之合約或安排；

(iii) 任何有關提呈發售或有關由本公司提呈發售發行或其創立或擁有權益的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以供認購或
購買而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參與或將會參與發售建議的包銷或分包銷之合約或安排；

(iv) 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因其或彼等在本公司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擁有之權益而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股份或債券
或其他證券的其他持有人以同一方式在其中擁有權益之合約或安排；

(v) 任何有關董事或其聯繫人士直接或間接在其中擁有權益（不論以高級職員或行政人員或股東身份）（惟董事及／或其聯繫人
士在其中（或其任何聯繫人士藉以獲得有關權益的任何第三間公司）實益擁有任何類別已發行股份或投票權的5%或以上的
公司除外）的任何其他公司的合約或安排；或

(vi) 任何有關採納、修訂或實施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及僱員有關的購股權計劃、公積金或退休金、身
故或傷殘津貼計劃，而其中並無給予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任何與該計劃或基金有關之僱員一般未獲賦予特權或利益之建議。

(2) 倘若及只要（僅限於倘若及只要）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或實益擁有（或其或其任何聯繫人士藉以獲得有關權益
之任何第三間公司）一家公司任何類別權益股本或該公司所授予股東之投票權5%或以上權益，則該公司將被視作董事及／或其
聯繫人士擁有5%或以上權益之公司。就本段而言，不應計及董事或其聯繫人士作為被動受託人或保管受託人所持有但並無擁
有實益權益之任何股份，及倘若及只要其他人士有權收取有關收入而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擁有復歸或剩餘權益之信託所涉
及之股份，及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僅作為單位持有人而擁有權益之法定單位信託計劃所涉及之股份以及並無附帶股東大會
投票權且嚴格規限股息及股本回報權之任何股份。

(3) 倘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持有5%或以上權益之公司於一項交易擁有重大利益，則該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亦將被視作於有關
交易擁有重大利益。

(4) 倘於任何董事會會議上產生任何有關董事（大會主席外）及／或其聯繫人士有重大利益關係或有關任何董事（大會主席外）投票
權之問題，而有關問題並未於董事自願同意放棄投票之情況下獲解決，則有關問題將轉交大會主席處理，而大會主席就該等
其他董事之裁決將為最終及不可推翻，惟董事知悉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所擁有權益之性質或範圍並未向董事會全面披露之
情況除外。倘上述問題與大會主席有關，則有關問題將以董事會決議案裁決，就此而言，該主席不得投票，而有關決議案將
為最終及不可推翻，惟就該主席知悉該主席所擁有權益之性質或範圍並未向董事會全面披露之情況除外。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黃禧超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另一人作為其代表，代其出席及於投票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委任代表之文據須由委任人或其正式授權之授權代表以書面提交。如委任人為公司，則須蓋有其公司印章或由高級職員或授權代表或正式授權之其他人士提交。

3. 為確保委任代表資格有效，委任代表表格須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舉行

時間48 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地址為香港新界荃灣海盛路9 號有線電視大樓29 樓1 至2 室。

4. 股東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惟在此情況下，委任代表表格將被視為已被撤回。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