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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BEIJING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MITED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收入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下跌��%至��,000,000港元。

●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下跌��%至
��,�00,000港元。

●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為�.�港仙。

●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下跌��,�00,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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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59,022  ���,�0�
銷售成本  (56,336 ) (��0,��� )    

毛利  2,686  �,���
其他收入 �  7,015  �,0��
銷售及分銷費用  (4,486 ) (�,��� )
行政費用  (30,741 ) (��,��0 )
其他開支，淨額  3,916  ��
財務成本 � (690 ) –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企業  (2,621 ) (��� )
 聯營公司  (981 ) ��    

稅前虧損 � (25,902 ) (��,��� )
所得稅 � (66 ) �,���    

期間虧損  (25,968 ) (��,��� )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9,201 ) (��,��� )
 非控股權益  (6,767 ) (�,��� )    

  (25,968 )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2.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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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25,968 ) (��,��� )   

其他全面收入：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儲備變動 (554 )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251  ��0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零所得稅稅項 4,697  ��0   

期間總全面虧損 (21,271 ) (��,��� )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5,488 ) (��,��� )
 非控股權益 (5,783 ) (�,��� )   

 (21,27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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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設備  9,834  �0,���
 投資物業  44,267  ��,���
 商譽  10,000  �0,000
 其他無形資產  3,906  �,��0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10,084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0,224  ��,���
 應收貿易賬款 � 23,426  ��,��0
 遞延稅項資產  3,058  �,0��   
 總非流動資產  124,799  ���,���   
流動資產
 存貨  29,977  �,���
 合約客戶欠款  9,080  �,���
 應收貿易賬款 � 89,99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92  ��,���
 可收回所得稅稅項  560  �,���
 抵押存款  959  �,���
 現金及現金等值  611,820  ���,���   
 總流動資產  777,283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117,347  ���,���
 欠合約客戶款項  10,529  �,�0�
 應繳所得稅稅項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95,121  ��,�00   
 總流動負債  222,997  ���,��0   
流動資產淨值  554,286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79,085  ���,�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17,533  ��,���
 遞延收入  34,483  ��,0��   
 非流動負債總額  52,016  ��,���   
資產凈值  627,069  ���,���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677,460  ���,��0
 儲備  (71,707 ) (��,��0 )   
  605,753  ���,��0
非控股權益  21,316  ��,0��   
總權益  627,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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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 

 已發  股份  股本贖回  購股權    匯率變動  中國      非控股
 行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儲備基金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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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677,460  170,319  9,721  71,069  850  45,705  41,455  (393,809 ) 622,770  27,099  649,869
期間總全面收入╱（虧損） –  –  –  –  –  3,713  –  (19,201 ) (15,488 ) (5,783 ) (21,271 )
轉撥至中國儲備基金 –  –  –  –  –  –  256  (256 ) –  –  –
轉撥自累計虧損 –  –  –  –  3,039  –  –  (3,039 ) –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 –  –  –  –  (1,529 ) –  –  –  (1,529 ) –  (1,529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677,460  170,319 * 9,721 * 71,069 * 2,360 * 49,418 * 41,711 * (416,305 )* 605,753  21,316  627,069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  ��0,���  �,���  ��,��0  �0,���  ��,���  �0,���  (���,��� ) ���,���  ��,���  ���,���

期間總全面收入╱（虧損） –  –  –  –  –  ��  –  (��,��� ) (��,��� ) (�,��� ) (��,��� )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  –  –  �,���  –  –  –  –  �,���  –  �,���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  (�,��� ) –  –  –  �,���  –  –  –

轉撥至中國儲備基金 –  –  –  –  –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  ��0,���  �,���  ��,0��  �0,���  ��,��0  ��,���  (���,��� ) ���,���  �0,���  ���,���
                     

* 該等儲備賬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負儲備��,�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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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動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22,206 ) (�,0�� )
投資活動產生╱（動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5,573  (��,��� )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淨額 (16,633 ) (��,�00 )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471,332  ���,���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098  ��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457,797  ���,���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612,779  ���,���
減：抵押存款 (959 )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611,820  �0�,���
減：於收購時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154,023 ) (���,���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457,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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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

除採用以下對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全面生效之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經修訂或修
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與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與
  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於二零零九年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
 十二月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五月）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而本中期財務報
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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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在此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或修訂本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披露比較數據之有限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
  之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詮釋第��號（修訂本）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發行權益工具以消滅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五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新訂、經修訂或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0%以上之收入、開支及資產乃來自於中國大陸提供資訊科技（「資訊科技」）相關服
務。本集團管理層根據該等業務活動之營運業績決定資源分配，並評估本集團表現。據
此，董事認為於中國大陸之資訊科技相關服務為本集團單一報告分類。

本集團各類似產品及服務組別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分析，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披露。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完全來自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營運，本集團之非流
動資產全部位於中國境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與單一外界客戶之交易佔本集團總收入
�0%以上（二零零九年：一位）。由該客戶所得之收入合共�,���,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

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期內(�)建造合約之合約收入之適當部分（扣除增值稅、營
業稅及政府附加稅）；(�)出售貨物之淨發票值（扣除增值稅、政府附加稅及退貨及貿易折扣
之撥備）；(�)提供服務之合約收入之適用部分（扣除營業稅及政府附加稅）；及(�)投資物業之
已收及應收租金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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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建造合約 12,433  �0,0��
軟件銷售 39,502  ��,���
提供服務 6,716  ��,���
租金總收入 371  �,���   

 59,022  ���,�0�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877  �,���
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收貿易賬款之推算利息 425  ���
投資收入 –  �0�
其他 4,713  ��   

 7,015  �,0��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付貿易賬款之推算利息 6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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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360  �,�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263  �,���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減值 31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淨額* (3,953 ) (��� )
撥回存貨撥備，淨額 –  (��)   

@ 期間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期間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回淨額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開支，淨額」內。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產生任何香港
應課稅溢利，故該等期間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
照本集團營運當地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並根據其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其他地區
 期間開支 –  ���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66  ��
遞延 –  (�,��� )   

期間之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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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間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0,��0股（二零零九年：���,��0,��0股）計算。

已呈列每股攤薄虧損金額方面，本公司並無就攤薄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乃因(i)本公司於該等期間內未行使之購
股權對該等期間相應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產生反攤薄影響；及(ii)視為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及視為兌換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國信息科技」，本公司間接擁有��.��%權益
之聯營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如適用）對該等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均無攤薄影響。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均有不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之市場需要及所經營業務而定。授予客
戶之信貸期一般為一至三個月，主要客戶則獲分期支付，信貸期延長至六年分期。為盡量
減低所涉及之任何相關信貸風險，本集團會定期編製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並會密切注
視有關情況。應收貿易賬款均為免息。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到期付款日期在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23,426  ��,��0   

逾期但無減值：
 即期或三個月內 82,420  ��,���
 四至六個月 2,971  ���
 七至十二個月 3,467  ���
 超過一年 1,137  ���   

 89,995  ��,���   

 113,421  ���,0��
列作流動資產部分 (89,995 ) (��,��� )   

非流動部分 23,4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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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並不附帶利息，一般於�0至�0日內償付，授予主要供應商之信貸期上
限為五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4,173  �,���
四至六個月 873  ���
七至十二個月 2,417  ��0
超過一年 9,819  �,���
延長信貸期之結餘 117,598  ���,���   

 134,880  ��0,���
分類為流動負債部分 (117,347 ) (���,��� )   

非流動部分 17,533  ��,���   

11. 股本

股份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0,��0股每股面值�港元之普通股 677,460  ���,��0   

本公司股本於期內並無變動。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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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設備附有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就其攤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資本承擔（未計入上述項目）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1,872  ��0
已授權但未訂約 3,809  �,���   

 5,681  �,���   

14. 關連方披露

(a) 與關連方訂立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聯營公司購買產品 2,357  –
向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購買產品 4,954  –   

該等交易乃按訂約方相互同意之條款及條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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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關連人士之未結清結餘（扣除減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
 共同控制企業 1,050  �,���
 一間聯營公司 1,832  ���
 少數股東 1,724  �,�0�

應付：
 一間共同控制企業 12  ��
 聯營公司 27,918  ��,�0�   

與關連方之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876  �,�0�
退休福利 201  �0�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金總額 3,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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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電子支付和結算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市場流通量已超過�,000萬張，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消費交易��.��億次，較去年同期增長�.�%，相對結算金額人民幣�0.��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其中一卡通在非交通領域的消費應用迅速增長，消費交易
���萬次，相對結算金額為人民幣�.�億元。

軌道交通及系統集成業務

北京北控電信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繼續參與北京軌道交通新項目的
投標工作，期內在建項目主要為大興線安全門系統及安裝，預計在短期內投入試運行，�
號線二期自動售檢票系統項目及�號線安全門項目則尚在籌建階段。

本集團繼續積極參與市、區、縣、學校各級教育部門的教育信息化項目、網絡維護及設
備採購工作，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完成了�0多個北京市各級考試招生綜合服務項目。

展望

電子支付和結算業務是城市信息化中的核心業務，目前一卡通在非交通領域應用的浸透
率尚處於低位，有強大及長遠的發展空間。本集團將配合相關政府部門，盡快落實公共
交通系統結算服務的穩定收益，配合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統的發展，提升服務質量，保障
龐大用戶群的利益。

本集團在北京市軌道交通及教育領域已積累了多個政府及基礎設施項目的成功經驗，本
集團將充分發揮市場拓展能力，努力提升現有業務的盈利價值，積極培育新的盈利增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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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擁有充裕的流動資金，以備適時作出重點投資，因應市場環境調整集團的資產架
構，發揮投融資平台的功能，為股東創造回報。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收入為��,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下跌
��.�%。這主要由軌道交通之合約量下降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下跌��.�%至��,��0,000港元，基本與收入之下跌一致。

毛利

本集團之毛利為�,��0,000港元，整體毛利率輕微增加至�.�%。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顧問收入�,��0,000港元、銀行利息收
入�,��0,000港元及補貼收入�,�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銷售及分銷費用為�,��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

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行政費用減少��.�%至�0,��0,000港元。減少乃主要由於
去年同期攤銷購股權開支�,��0,000港元所致。

其他開支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其他開支主要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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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財務成本為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付貿易賬款之推算利
息��0,000港元。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盈虧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應佔共同控制企業之業績全部為應佔北京教育信息網服務
中心有限公司�0%之虧損淨額�,��0,000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主要為應佔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
司��.��%之虧損淨額�,0�0,000港元。

所得稅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所得稅為��,000港元。

期間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為��,��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減少��.�%至��,�00,000港元。

財務狀況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
�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減少��,0�0,000港元；
總負債由���,��0,000港元減少�,��0,000港元至���,0�0,000港元。總權益由���,��0,000港
元減少��,�00,000港元至���,0�0,000港元，其中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佔權益
�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0,000港元，其中約��%以
港元計值，��%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亦無持有金融衍生工具。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財務狀況保持穩健，營運資金淨額為��,��0,000港元，其流動
比率為�.��倍，總資產負債比率為�0.�%。本集團備有充裕現金資源，足以撥付其於可見
將來之營運及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資本開支為��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
本承擔為��,��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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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0名僱員。管理人員會定期根據本集團僱員之
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當時市場慣例檢討僱員薪酬政策及待遇，並會根據個別表現評估
向若干僱員發放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本集團之僱
員福利總開支為��,��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則為��,0�0,000港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確保有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建立正式及透明之程序以保障及提高股東利益。
董事認為，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及A.�.�條除外。

(�) 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董事會成員須定期舉行會議且董事會會議須每年至少舉行四
次，大約每季度舉行一次，且該等定期董事會會議通常要求積極參與，不論為親自
或通過其他電子通訊途徑參與。然而，本公司認為舉行董事會會議討論所出現之問
題（如適合）更為有效。

(�) 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連任。然而，本公司之
現任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
值告退。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條文所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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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有董事於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要求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按照上市規則第�.��條成立，並參照守則條文第C.�.�條規定其職
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任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宦國蒼博士（主席）、金立佐博士
及王建平博士。

審核委員會之角色及職責包括監督本集團之會計及財務報告程序、審核財務報表、檢討
及監察本集團採納之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審閱本集團外聘核數師之相關工作。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條文第B.�.�條成立薪酬委員會並規定其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現任成
員為金立佐博士（主席）、鄂萌先生、宦國蒼博士及王建平博士。薪酬委員會之大部分成
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之角色及職責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之具體薪酬（包括實物利益、退休金權利
及賠償款項、離職或終止委任之任何應得賠償），並向董事會建議非執行董事之薪酬。

內部監控

董事會須對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及檢討其有效性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
本集團之內部監控系統。本公司已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財務、營運及風險管理監控事宜。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已審閱由管理層提供之營運及財務報告、
預算及業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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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

本公司按上市規則規定載有所有相關資料之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bdhk.com.hk) 刊登。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僱員及各界夥伴的支持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鄂萌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鄂萌先生、張虹海先生、王勇先生、燕清先
生、沙寧女士和吳光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金立佐博士、宦國蒼博士和王建平博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