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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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收入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下跌23%至45,700,000港元。

•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31,100,000港元（包
括購股權開支27,900,000港元）至50,300,000港元。

•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為7.43港仙。

•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628,4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15,700,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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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45,690 59,022
銷售成本 (43,723) (56,336)

毛利 1,967 2,686

其他收入，淨額 4 15,316 7,015
銷售及分銷費用 (5,308) (4,486)
行政費用 (56,338) (30,741)
其他開支，淨額 (335) 3,916
財務成本 5 (4,428) (690)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企業 (2,665) (2,621)
聯營公司 (3,414) (981)

稅前虧損 6 (55,205) (25,902)
所得稅 7 (566) (66)

期間虧損 (55,771) (25,968)

應佔：
本公司股東 (50,311) (19,201)
非控股權益 (5,460) (6,767)

(55,771) (25,96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7.4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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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55,771) (25,968)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零所得稅稅項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2,077 4,697

期間總全面虧損 (43,694) (21,27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40,720) (15,488)
非控股權益 (2,974) (5,783)

(43,694) (2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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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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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 9,423
投資物業 45,849 44,771
商譽 10,000 10,000
其他無形資產 3,653 5,109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投資 12,251 14,56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8,804 21,037
應收貿易賬款 9 15,249 29,875
遞延稅項資產 1,205 1,672

總非流動資產 116,707 136,452

流動資產
存貨 12,856 4,610
合約客戶欠款 4,263 2,742
應收貿易賬款 9 130,215 131,4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7,216 29,864
可收回所得稅稅項 - 527
抵押存款 2,097 119
現金及現金等值 606,560 619,590

總流動資產 793,207 788,93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01,462 135,430
欠合約客戶款項 16,796 8,1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02,874 87,251
應繳所得稅稅項 - 23

總流動負債 221,132 230,889

流動資產淨值 572,075 558,0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8,782 69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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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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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2,148 15,039
遞延收入 48,193 35,294

總非流動負債 60,341 50,333

資產凈值 628,441 644,168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677,460 677,460
儲備 (70,985) (58,232)

606,475 619,228
非控股權益 21,966 24,940

總權益 628,441 64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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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
已發行 股份 股本贖回 匯率變動 中國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購股權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儲備基金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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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677,460 170,319 9,721 64,014 5,701 60,772 41,717 (410,476) 619,228 24,940 644,168

期間虧損 – – – – – – – (50,311) (50,311) (5,460) (55,771)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 9,591 – – 9,591 2,486 12,077

期間總全面收入╱（虧損） – – – – – 9,591 – (50,311) (40,720) (2,974) (43,694)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 – – 27,882 – – – – 27,882 – 27,882
購股權沒收╱失效時轉撥 
購股權儲備 – – – (64,014) – – – 64,014 – – –

轉撥至中國儲備基金 – – – – – – 21 (21) –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 – – – – 85 – – – 85 – 8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677,460 170,319* 9,721* 27,882* 5,786* 70,363* 41,738* (396,794)* 606,475 21,966 62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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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虧損 – – – – – – – (19,201) (19,201) (6,767) (25,968)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 3,713 – – 3,713 984 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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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等儲備賬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負儲備70,9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232,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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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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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5) (22,206)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9,281 5,573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淨額 (11,094) (16,63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392,564 471,332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451 3,09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386,921 457,797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定期存款除外） 229,018 308,756
定期存款 379,639 304,023
減：抵押存款 (2,097) (959)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606,560 611,820
減：於收購時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219,639) (154,02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86,921 457,797



— 8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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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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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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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披露比較數據之有限豁免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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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最低資本規定之預
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發行權益工具以消滅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二零一零年五月）

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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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會計政
策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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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在本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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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嚴重高通
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之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之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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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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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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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資產除外）全部位於中國境內。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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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二零
一零年：一位）。期內由銷售予該客戶所得之收入為5,61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8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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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入及其他收入，淨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期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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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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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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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資物業之已收及應收租金總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及其他收入，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建造合約 10,126 12,433
軟件銷售 30,909 39,502
提供服務 4,655 6,716
租金總收入 - 371

45,690 59,022

其他收入，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2,469 1,877
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收貿易賬款之推算利息 12,289 425
其他 558 4,713

15,316 7,015

5. 財務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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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6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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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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470 1,36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579 1,263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減值 30 3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淨額* (1,429) (3,953)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27,882 -

@ 期間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期間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淨額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開支，淨額」內。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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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期間並無
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零年：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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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 中國內地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59 66
遞延 507 -

期間之稅項開支總額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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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460,150股（二
零一零年：677,460,15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金額方面，本公司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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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行使尚未行使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所發行之購
股權對該等期間相應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並無攤薄影響。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均有不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營運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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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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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9 29,875

逾期但無減值：
即期或3個月內 67,816 126,593
4至6個月 15,116 2,549
7至12個月 45,961 1,645
超過1年 1,322 699

130,215 131,486

145,464 161,361
列作流動資產部分 (130,215) (131,486)

非流動部分 15,249 2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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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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至90日內償付，主要供應商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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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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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內 4,922 41,291
4至6個月 4,128 362
7至12個月 31,235 284
超過1年 11,697 7,406
延長信貸期之結餘 61,628 101,126

113,610 150,469
列作流動負債部分 (101,462) (135,430)

非流動部分 12,148 15,039

11.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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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77,460,15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677,460 677,460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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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廠房及設備負有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48,193,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2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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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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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 1,395
已授權但未訂約 4,779 5,164

7,462 6,559

14. 關連方披露

(a) 期內之關連方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購買產品 4,406 4,954
向聯營公司購買產品 10,491 2,357
已付一間聯營公司之分包費用 3,157 -
向一間共同控制企業銷售產品 415 -
向一間聯營公司銷售產品 1,889 -
與一名主要股東攤分租金開支 563 -

該等交易乃按訂約方相互同意之條款及條件進行。

(b) 與一名關連方之其他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商網有限公司（「商網」，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與北京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北控集團」，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作為買方）訂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據此，
商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北控集團有條件同意購買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本集團之共同控制
企業）之43%股本權益，現金總代價為人民幣96,380,000元（約相等於116,120,000港元），將於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分期以現金清償。截至本公佈日期，出售交易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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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關連方之未結清結餘（扣除減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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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 2,457
一名非控股權益持有人 1,807 1,765

應付：
一間共同控制企業 12 12
聯營公司 11,494 29,568
一名非控股股東 20,000 -

與關連方之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d)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460 2,876
退休福利 151 201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26,004 -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金總額 28,615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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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鑒於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一卡通」）多年來未能為本集團提供盈利貢獻，本公司股東大會已
通過以現金人民幣96,380,000元悉數出售持有一卡通的43%權益，預計於下半年內完成內地
相關的審批工作，為本集團提現可觀的特殊收益。

於業務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圍繞智能化工程、IT服務、電子支付和結算三大業務版塊，提
供多領域的資訊科技業務。在北京市軌道交通領域方面，目前在建的有北京地鐵九號線安全
門項目和八號線二期自動售檢票系統項目，計劃於本年十二月底相繼開通使用。在非軌道交
通領域方面，期內已積極開拓北京市及周邊地區多個智能化工程及外包服務項目，逐步擴展
業務領域。

在 IT服務版塊方面，繼續以北京教育信息網、CMIS/EBI中小學學籍管理系統、北京市中小
學學生卡為核心，積極開展北京市教育信息化相關業務系統的研發、工程項目及服務。在支
付結算版塊方面，繼續推進健身卡充值業務，並全力開拓自助購買福利彩票業務。

展望

本集團已接近完成一卡通的出售套現工作，並將繼續確切評估本集團旗下的資產組合，進一
步調整業務架構，優化並變現餘下的不良資產，提現可持續性的經營利潤貢獻。本集團將因
應市場環境，在充裕的流動資金下，同時發揮投融資平台的功能，通過併購活動，壯大資產
架構，為股東創造合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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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收入為45,69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
59,022,000港元下跌23%。這主要由於軌道交通領域之大型資訊科技建造合約量下降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銷售成本為43,723,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之
56,336,000港元下跌22%。

毛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毛利為1,967,000港元，整體毛利率輕微下跌至4.3%。

其他收入，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其他收入為15,31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015,000港
元），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2,469,000港元及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收貿易賬款之推算利息
12,289,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銷售及分銷費用下跌18%至5,308,000港元。

行政費用

不計及本期間產生之購股權開支27,88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零），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度之行政費用減少7%至28,456,000港元。

其他開支，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其他開支為33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貸方結餘3,916,000
港元）。

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財務成本4,42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90,000港元）全部為
信貸期獲延長之免息應付貿易賬款之推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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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共同控制企業盈虧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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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之虧損淨額2,665,000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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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之虧損淨額3,473,000港元。

所得稅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之所得稅包括中國大陸之即期稅項開支59,000港元及遞延稅項
開支507,000港元。

期間虧損

基於上述者，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為55,771,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虧損25,968,000港元增加29,803,000港元或115%，主要由於本期間產生之購股權開支
27,882,000港元所致。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50,31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19,201,000
港元增加31,110,000港元或162%。

財務狀況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及
總負債分別為909,914,000港元及281,473,000港元，分別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925,390,000港元減少15,476,000港元，以及281,222,000港元增加251,000港元。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644,168,000港元減少15,727,000港元至628,441,000港
元，其中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606,475,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608,657,000港元，其中約34%以港
元計值，66%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亦無持有任何金融衍生工具。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強大之營運資金淨額572,075,000港元，其流動比率及總資
產負債比率分別為3.59倍及31%，保持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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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
承擔為48,193,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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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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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本集團之僱員福利總開
支（不包括購股權開支）為21,174,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則為21,9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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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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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及A.4.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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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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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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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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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條成立，並參照守則條文第C.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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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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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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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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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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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全體僱員及所有股東以及各界夥伴的支持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鄂萌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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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