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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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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至約 554,500,000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31.1%至約 8,100,000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68,700,000港元

總資產增加 3.9%至約 321,100,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 28.1%至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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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54,548 525,527
銷售成本 (454,633) (443,003 )

毛利 99,915 82,524
其他經營收入 13,302 7,478
分銷費用 (12,035) (9,567 )
行政開支 (87,480) (68,373 )

經營溢利 4 13,702 12,062
財務費用 (3,607) (3,77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4 －

除稅前溢利 10,219 8,284
稅項 5 (1,644) (1,574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575 6,710
少數股東權益 (488) (542 )

本年度溢利 8,087 6,168

建議股息 6 港仙 0.5 港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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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仙 1.46 港仙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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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在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後亦相應改變。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已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改變，惟對本期或前
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外匯

會計實務準則第 11號「外幣折算」之修訂已撇除按本期間結束時之匯率換算海外業務
之收益報表之選擇（即先前本集團遵循之政策）。上述業務現時須按平均匯率換算。

現金流量報表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報表」。根據會計
實務準則第 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乃歸類為三個標題－經營、投資及融資，而並
非先前之五個標題。

僱員福利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載有僱員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計劃）衡量規則之會計實務準
則第 34號「僱員福利」。由於本集團僅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採納會計實務準
則第 34號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 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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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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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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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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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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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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

除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8,575

少數股東權益 (488)

年內溢利 8,087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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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外部銷營 384,291 40,881 88,148 12,207 － 525,527
部間銷售 2,181 11,251 14,591 － (28,023) －

總收益 386,472 52,132 102,739 12,207 (28,023) 525,527

業績
分部業績 6,531 4,094 3,402 (7,520) － 6,507

其他經營收入 7,478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923)

經營溢利 12,062
融資成本 (3,778)

除稅前溢利 8,284
稅項 (1,574)

除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6,710

少數股東權益 (542)

年內溢利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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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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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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附註 a） 141,697 129,099 3,653 1,598
香港（附註 b） 99,903 118,465 2,576 1,467
美洲 66,367 100,854 1,711 1,249
歐洲 92,919 56,898 2,396 705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香港除外） 78,318 45,048 2,019 558
其他亞洲國家 59,193 57,805 1,526 716
其他 16,151 17,358 416 214

554,548 525,527 14,297 6,507

其他經營收入 831 7,478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26 ) (1,923 )

經營溢利 13,702 12,062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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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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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 營盈利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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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650
往年度超額準備不足（超額準備） 5 (20 )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958 28,417
無形資產－開發成本 9,360 1,170

經營租賃租金 1,256 3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6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8,047 2,597
呆賬減免 521 3,042
就陳舊及滯銷存貨提撥準備 316 9,068
研究及開發之費用 5,579 3,798
計入行政開支之土地及物業重估虧絀 346 367
僱員成本 97,013 77,420

5. 稅 項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40 185
往年度超額之提撥準備 － (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04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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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1,840
遞延稅項 － (266 )

1,644 1,574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稅率計算（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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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1.0港仙）金額約達 2,75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5,5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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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6,168,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 555,598,268股計算（二零零一年： 539,514,718股）。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巿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儲 備

本集團

資產 資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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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
一月一日 79,648 35,597 19,487 6,246 44,867 (1,847) (31,539) － 91,225 243,684

購回股份 (626) － － － － － － 286 (286) (626)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 6,247 － － － － 6,247
少數股東權益所
分佔之收購後儲備 － － － － (52) － － － － (52)

年內溢利 － － － － － － － － 6,168 6,168
轉撥 － － － 307 － － － － (307) －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79,022 35,597 19,487 6,553 51,062 (1,847) (31,539) 286 96,800 255,421

因購回股份產生 (258) － － － － － － 636 (636) (258)
發行股份 3,600 － － － － － － － － 3,600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 4,865 － － － － 4,865
少數股東權益所佔
之收購後儲備 － － － － (39) － － － － (39)

已付二零零一年
末期股息 － － － － － － － － (5,571) (5,571)

年內溢利 － － － － － － － － 8,087 8,087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82,364 35,597 19,487 6,553 55,888 (1,847) (31,539) 922 98,680 26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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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1.0港
仙），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派付予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股東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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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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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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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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五月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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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去年市場環境並不理想，本集團仍在確保集團營運競爭力面取得重大進展。董事將繼
續著重於改善銷售及提升產品質素，並會增強研發能力，從成本及產能上改善設施之管
理。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554,500,000港元，較二零零
一年同期約 525,500,000港元上升約 5.5%。

股東應佔純利亦增加約 31.1%至約 8,087,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6,168,000港元）。

業務分析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專注向日本、歐洲及美國之著名品牌客戶銷售電子計算機及電
子記事簿，並按新確立之以客戶為本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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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之營業額下跌約 16.5%
至約 321,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384,3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57.9%。於過往
年度，市場情況極其惡劣。由於貿易商及供應商割價傾銷存貨，導致價格競爭甚為激烈。

回顧年度內，管理層專注嚴格控制成本，其中以原材料及組件之收效尤為顯著，以抵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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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二零零一年：約 19.4%），升幅約
16%。歐美經濟仍有所增長，需求依然強勁，但價格卻受壓。基於已處於復蘇階段，預期
二零零三年之營業額將持續向好，而盈利能力亦將不斷提高。

故此，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溢利約達 13,3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約 6,500,000港元）。

本集團將於來年繼續採取客戶多元化、高增值生產、有效控制成本及質量管理之業務策
略。

導電硅橡膠按鍵

由於二零零二年成功收購東莞德鉅電子有限公司（「東莞德鉅」），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導電硅橡膠按鍵之營業額大幅增加 158.4%至約 105,700,000港元（  截至
二零零一年：約 40,9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19.1%。

本集團藉此策略性聯盟尋求新商機，銳意拓展客戶基礎及廣泛地向日本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著名客戶提供服務，由此取得經營溢利貢獻約 8,5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4,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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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董事會相信東莞德鉅之收購將會繼續為本集團提供拓展導電硅橡膠按鍵製
造業務機會，並將為本集團來年收益增長作出貢獻。

印制電路板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印制電路板之營業額微跌至約 86,600,000港元（二
零零一年：約 88,1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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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專注嚴格控制原材料成本，其成效因營業額微降而抵銷。因此，經營溢利保持在約
4,1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3,4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動用約 7,900,000港元增購機器。增購機器後，本集團已將三分之一
較為複雜之外判工序自外判分包商處取回，令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外判
加工費減少至約 5.8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7,400,000港元）。

於未來年度，本集團會繼續採納嚴格控制成本及鞏固其主要客戶基礎之業務策略。董事會
對印制電路板日後之表現及前景感到樂觀。

其他業務

電子玩具產品

與本集團致力產品多元化及捕捉新商機之持續努力相一致，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電子玩具產品（如嬰兒玩具及電子教學產品）新業務錄得營業額約 20,500,000
港元（二零零一年： 533,000港元）。由於該線產品仍處於投資階段，對二零零二財政年度之
貢獻尚小，無可避免會影響集團淨收益。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玩具業務錄得除稅前經營虧損約 2,300,000
港元（二零零一年：無）。

儘管新產品及業務之投資已明影響本集團於年內之盈利，董事相信此乃在活力增長新範疇
進行之穩健投資，當新業務帶來盈利時，未來幾年將可為股東提供回報。

無線電話產品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線電話業務錄得營業額約 20,700,00港元（二零
零一年：約 11,7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在無線電話業務上用於開發新數碼無線電話（「數碼無線電話」）及
電訊產品所產生之開發成本應付予 Arkon Technologies Inc.約 9,4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9,4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與本集團聯營公司長盈通訊控股有限公司（「長盈
控股」）連同其附屬公司（「長盈集團」）訂立協議後，本集團仍擁有該項數碼無線電話電訊
技術，並同意授予長盈權利，可於餘下年期使用該項技術，直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因
此，本集團提撥開發成本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兩年作攤銷準備。

故此，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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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經營虧損約 7,500,000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長盈集團溢利

為保持增長動力，本集團成立一家聯營公司長盈控股，並擁有長盈集團 49%之股本權益，
長盈集團主要從事無線電話及其他電訊產品之設計、生產及在香港、歐洲及北美市場之分
銷業務。

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與長盈控股訂立協議，據此，本集團將其業務及無
線電話業務中價值約 16,7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轉讓予長盈集團。長盈成立之後，該業務已
轉讓予長盈，電訊業務亦須由長盈履行。長盈集團同意向本集團支付一筆總額約為 6,300,000
港元之賠償費用以抵銷先前電訊業務之經營成本。

透過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成立長盈，上述業務及新產品（如 Parafone、 1.8千兆赫茲及 2.4千兆赫
茲數碼無線電話）於二零零二年下半年錄得營業額約 99,400,000港元。努力已獲得回報，對
本集團經營溢利之分佔溢利貢獻達約 12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零）。

在能幹而專心之管理隊伍支持下，長盈正處於有利位置，可滿懷信心地迎接挑戰及機遇，
董事亦對電訊業務之未來表現及前景深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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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概況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整體邊際利潤上升約 2.3%至約 18.0%（二
零零一年：約 15.7%）。

董事會依然採用嚴格審慎之廠房及設備控制系統，並在彼等認為有必要時，撇銷物業、廠
房及設備之處理。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持有若干類型模製設備超逾四年以上，價值約達
8,04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2,597,000港元）。鑒於模製設備為陳舊存貨，董事會已就此等
模製設備撇銷約 8,047,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2,597,000港元）。

在審慎之財政管理政策下，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就若干類型之源材料及製成品錄得之陳
舊及滯銷存貨撥備金額約為 31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9,068,000港元）。

然而，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約為 8,100,000港元，較
二零零一年上升約 31.1%。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上升至約 321,1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則約為 309,100,000港元。

未來計劃及前景

中東糾紛對消費意慾可能構成打擊，而全球業務亦可能受到影響。在此困難情況下，本集
團將盡力減低其帶來之任何負面影響。

除中東糾紛外，美國及歐洲市場仍有龐大商機。儘管預期來年電子業仍頗具挑戰性，本集
團對業務前景仍抱持正面態度。

本集團相信在新財政年度，於新市場推出之新產品，仍可為本集團帶來許多業務增長機
會。

本集團正為未來作出投資，並正投入更多生產及研究與開發資源。本集團亦計劃在本年度
第二季實行「甲骨文」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以改善本集團內部之營運效率及知識共
享。

雖然本集團之營商環境極度艱難，但仍欣然宣佈本年度一系列令人滿意之業績，惟本集團
仍繼續尋求方法改善其業務表現。在銷售及分銷方面，將專注於增加「Karce」品牌產品之
區域性分銷商。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新商機、新市場及新科技。在成本方面，本集團
將進一步加強其進行業務轉變及實行嚴緊成本效益措施之積極方針。

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未來數年將極具挑戰性，惟董事在具備經驗及優良管理方針下仍抱
審慎樂觀態度。

撇除不可預見之情況，管理層深信本集團之增長勢頭已見鞏固，下一個財政年度之表現將
見改善。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上升至約 321,1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約為 309,1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及長期計
息債項約佔股東資金 26.4%（二零零一年：約 22.3%）。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其銀行所提供之銀行信貸為其業務運作提供資金。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投資，令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定期存款及現金結餘約達 68,7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81,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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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約 69,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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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債項總額約佔股東資金總額 26.4%（二零零一年：約 22.3%）。

經仔細考慮現金結餘及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後，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足及穩健之
財政資源，應付其日後拓展計劃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之現金結餘乃以港元或美元存置於香港之主要銀行。

除上所述外，本集團大部分之資產及負債、收益及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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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 6,424名全職僱員，其中 63名位於香港，而
6,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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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於回顧年度任何時間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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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獲委任時均
無訂明任期，彼等須輪值退任及根據本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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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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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若
干股份。此等上市證券隨即已全部由本公司註銷，詳情如下：

普通股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二年
七月 412,000 0.185 0.181 76
八月 912,000 0.180 0.172 161
十月 3,320,000 0.128 0.118 419
十一月 1,724,000 0.143 0.132 238

6,368,000 894

上文提及之股份購回旨在提高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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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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
港新界荃灣荃華街悅來酒店 30樓上水廳及粉嶺廳召開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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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覽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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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派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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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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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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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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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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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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黃禧超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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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為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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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由公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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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