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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KP
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業績公佈

摘要
‧ 股東應佔純利錄得167%強勁增長至港幣1.2億元
‧ 數碼相片𢓭印需求急升帶動相紙銷售額激增
‧ 批發業務受惠於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的利好因素
‧ 集團推出「Fun2Print」及「FotoPress」兩個新品牌，以進一步掌握數碼影像潮流

綜合損益賬
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250,595 1,232,828
銷售成本 (1,003,439) (987,325)

溢利總額 247,156 245,503
其他收入 2 24,550 21,409
銷售及分銷費用 (66,155) (70,379)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16,036) (17,795)
行政開支 (67,367) (76,779)
其他經營開支 (2,676) (57,049)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 1,027 –

除稅前溢利 3 120,499 44,910

稅項 4 100 195

本年度溢利 120,599 45,105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0,496 45,345
少數股東權益 103 (240)

120,599 45,105

股息 5
中期 25,604 11,638
擬派末期 48,881 23,277
擬派末期特別 – 93,106

74,485 128,021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幣10.35仙 港幣3.9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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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6年3月31日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176 116,306
投資物業 35,958 35,850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9,109 9,799
商譽 35,878 35,878
租賃按金 5,907 6,268
聯營公司權益 9,607 8,580
定期存款 38,785 54,579
遞延稅項資產 11,720 4,133

非流動資產總額 245,140 271,393

流動資產
存貨 143,546 194,684
應收賬項及票據 7 86,697 96,381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27,360 28,5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17,420 540,976

流動資產總額 875,023 860,62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8 49,836 46,209
應計負債 82,682 78,933
應付稅項 7,089 4,233

流動負債總額 139,607 129,375

流動資產淨值 735,416 731,2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80,556 1,002,639

非流動負債
長期款項撥備 2,810 2,195
遞延稅項負債 2,088 308

非流動負債總額 4,898 2,503

資產淨值 975,658 1,000,136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6,383 116,383
儲備 794,218 751,297
擬派末期股息 48,881 23,277
擬派末期特別股息 – 93,106

959,482 984,063
少數股東權益 16,176 16,073

總權益 975,658 1,0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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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對集團有影響之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差錯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類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過渡及初次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基於股份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所得稅－重估非折舊資產之撥回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有關香港土地租賃租期期限之釐定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2、14、16、18、19、27、28、31、32、  33、37、39及39（經修訂）號
對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會計政策以及本集團及本公司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影響綜合損益賬、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以及其他披露事項內之少數股東
權益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按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過渡性條文允許之方式，2005年1月
1日之前業務合併產生之商譽及收購時作出之公平值調整，均視作以本公司之貨幣進行。就2005年1月1日
之後進行之收購而言，收購海外業務產生之任何商譽及對有關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之公平值調整，均
視作海外業務之資產及負債，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按結算匯率折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將關連人士之定義擴大，影響本集團之關連人士披露。

採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概述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有關香港土地租賃租期期限之釐定
於過往年度，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值。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詮釋第4號後，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之租賃權益分別計入租賃土地
及租賃樓宇。由於預期土地擁有權不會於租約屆滿時轉交予本集團，因此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列作經
營租約，並由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為預付土地租金，而租賃樓宇則繼續分類為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一部分。經營租約之預付土地租金首先按成本入賬，其後以直線法於租期內攤銷。倘租金不
能可靠地劃分於土地及樓宇部分，則全部租金均計入土地及樓宇成本，列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融
資租約。

上述會計政策之變動對綜合損益賬及保留溢利並無影響。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截至2005年3月31日止年
度之比較金額已予重列，以反映租賃土地之重新分類。

(b)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於過往年度，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乃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作為變動處理。倘按組合基準此儲備
總額不足以應付虧絀，超出之虧絀數額將從損益賬中扣除。任何其後之重估盈餘將計入損益賬中，
惟以過往所扣除之虧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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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後，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盈虧損乃計入其產生年度之損益賬
內。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過渡性條文，於2004年4月1日之保留溢利及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期初
餘額已予重列，以反映此變動，而比較金額並未重列。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基於股份支付
於過往年度，有關向僱員（包括董事）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毋須確認及計算為基於股份
支付之交易，直至僱員行使該等購股權為止，屆時股本及股份溢價均會計入所得收益。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後，當僱員（包括董事）提供服務為股權工具之代價（「股權結算交易」）時，
與僱員進行股權結算交易之成本乃參考該等工具於授出當日之公平值計算。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過渡性條文，據此，並未將新計量政策應用於(i)於2002年11
月7日或之前授予僱員之購股權； (ii)於2002年11月7日之後授予僱員但於2005年4月1日仍未歸屬之購
股權。

由於本集團概無任何已於2002年11月7日至2005年3月31日期間授出但於2005年4月1日仍未歸屬之僱員
購股權，故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於過往年度，於2001年1月1日或之後進行收購產生之商譽撥充資本，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
攤銷，並須於出現任何減值跡象時測試有否減值。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後，本集團不再每年檢討商譽攤銷，而開始每年
測試現金產生單位水平有否減值（倘發生事件或情況轉變而顯示賬面值可能減值時，則增加測試次
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規定本集團將於2005年4月1日之累計攤銷之賬面值與相應之商
譽成本調整對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比較數字並無重列。

(e)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重估非折舊資產之撥回」
於過往年度，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已根據出售投資物業時適用之稅率確認。

採納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後，重估本集團投資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將視乎物業會否
通過使用或出售收回而釐定。本集團已決定通過出售收回其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故已將溢利稅率
應用於計算遞延稅項。

採納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銷售貨品之發票值（已扣除折扣及退貨）及提供沖印服務之收入。

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產品銷售 1,123,222 1,100,182
沖印服務收入 127,373 132,646

1,250,595 1,232,828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4,666 5,432
租金收入總值 2,506 1,841
供應商之津貼 5,265 12,196
其他 2,113 1,940

24,550 2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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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934,397 923,603
提供服務成本 64,513 70,156
核數師酬金 1,200 1,400
折舊 21,492 24,809
確認預付土地租金 690 690
商譽攤銷* – 2,197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32,691 38,7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1,198 1,550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4,529 (6,434)
呆壞賬撥備** 578 53,20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虧損** – 1,98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900 –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 31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2,652 71,905
退休金計劃供款 2,754 2,360
減：被沒收之供款**** – (182)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2,754 2,178

75,406 74,083

租金收入總值 (2,506) (1,841)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開支（包括維修及保養） 383 102

租金收入淨值 (2,123) (1,739)

匯兌差額，淨額 (2,568) 178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賬「行政開支」一欄內列賬。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賬「其他經營開支」一欄內列賬。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賬「銷售成本」一欄內列賬。
**** 於2006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減低未來退休金計劃供款之已沒收退休計劃供款（2005年：無）。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根據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經抵銷附屬公司產生之可用稅務虧損後，按稅率17.5%
（2005年：17.5%）作提撥準備。中國應課稅溢利的利得稅按國內現行稅率並根據現行法例、闡釋及運作計
算。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本年－香港
年內支出 7,191 4,009
往年超額撥備 (1,722) (485)

本年－中國內地 238 106

5,707 3,630
遞延稅項 (5,807) (3,825)

年內稅項抵免 (100) (195)

5. 股息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港幣2.2仙（2005年：港幣1仙） 25,604 11,638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4.2仙（2005年：港幣2仙） 48,881 23,277
擬派末期特別－每股普通股無（2005年：港幣8仙） – 93,106

74,485 128,021



– 6 –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2仙（2005年：港幣1仙）已於2006年2月22日派發。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港幣4.2仙。派發本年度股息之提議須待本公司股東於2006年8月18日召開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
方可作實。一經批准，股息將於2006年8月30日派發。

6.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 120,496,000 45,345,000

股份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3,828,377 1,163,828,377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概無存在具攤薄影響之事件。於截至200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所有原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均已於行使期屆滿後失效。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普通股於
年內之平均市價為高。因此，年內並無股份因未行使之購股權視作被行使而被假設以無作價發行，
故本公司並無披露截至2006年及200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賬目。

7.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顧客之交易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顧客通常須於發票發出後30日
內結賬，但部份長期顧客的賬期可延長至120日。每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並由高級管理層批准。本
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償還之應收賬款，並設有信貸控制部門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
視逾期賬款。鑑於本集團之應收賬項與多位不同客戶有關，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按逾期日計算，以下為扣除撥備後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80,311 94,274
4至6個月 4,128 298
7至9個月 357 1,308
9個月以上 1,901 501

86,697 96,381

本集團之應收賬項及票據為免息，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8. 應付賬項及票據
根據購買貨品及獲得服務之日期計算，應付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45,401 41,336
3個月以上 4,435 4,873

49,836 46,209

本集團之應付賬項及票據為免息，且通常須於30日期限內繳訖，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採用以下兩部形式呈報：(i)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分類呈報基準；及(ii)按地區分類為次要分類呈報基
準。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項業務之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劃分架構及管理。本集團每項分類業務代表
一策略性經營單位，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均有別於其他分類業務。本集團業務分類概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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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批發業務，從事攝影及沖印產品之市場推廣及分銷；
(b) 零售業務，透過零售門市提供菲林沖灑；照相沖印服務，以及銷售照相商品；及
(c) 企業及其他業務，包括集團的投資地產業務，連同企業收支項目。

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益及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分類，資產則按資產所在地分類。

部門間的銷售及轉讓按成本值加上約百分之十八之附加值計算。

(a) 分類業務
下表詳列本集團截至2006年及2005年3月31日止年度分類業務之現有收益、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
債及開支之資料。

批發業務 零售業務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
及服務收入 1,070,916 1,036,370 179,679 196,458 – – – – 1,250,595 1,232,828

部門間之銷售額 48,317 96,381 – – – – (48,317) (96,381) – –
其他收益 6,326 14,098 1,052 3 2,506 1,876 – – 9,884 15,977

1,125,559 1,146,849 180,731 196,461 2,506 1,876 (48,317) (96,381) 1,260,479 1,248,805
未分配利息收入 14,666 5,432

收益總額 1,275,145 1,254,237

分類業績 106,002 41,526 3,010 818 (4,206) (2,866) – – 104,806 39,478

未分配利息收入 14,666 5,43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27 – – – – – – – 1,027 –

除稅前溢利 120,499 44,910
稅項 100 195

本年度溢利 120,599 45,105

分類資產 376,650 428,531 156,164 176,080 55,219 53,788 588,033 658,3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607 8,580 – – – – 9,607 8,580
未分配資產 522,523 465,035

總資產 1,120,163 1,132,014

分類負債 94,446 76,681 27,638 42,694 13,244 7,962 135,328 127,337
未分配負債 9,177 4,541

總負債 144,505 131,87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確認預付
土地租金及
商譽攤銷 5,686 5,294 13,890 20,016 2,606 2,386 22,182 27,696

物業、廠房及
設備減值虧損 – – – 1,989 – – – 1,989

資本開支 2,154 2 5,254 14,571 34 390 7,442 14,963
重估於股權直接
確認入賬投資
物業之虧絀 – – – – – 50 – 5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 – – 900 – 900 –
呆壞賬撥備 578 53,201 – – – – 578 53,201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4,865 (6,434) (336) – – – 4,529 (6,434)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 310 – – – –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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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下表詳列本集團截至2006年及2005年3月31日止年度地區業務之現有收益、若干資產及開支之資料。

香港 中國內地 綜合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及服務收入 1,036,597 990,470 213,998 242,358 1,250,595 1,232,828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906,491 939,144 213,672 192,870 1,120,163 1,132,014
資本開支 7,180 14,667 262 296 7,442 14,96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及溢利
集團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收益總額為港幣12.51億元，較2005年輕微增長1%。股東應佔
純利為港幣120,000,000元，較去年增長167%。每股盈利為港幣10.35仙。

批發業務
影像解決方案
影像解決方案分類包括與影像產品及設備相關的業務。縱使傳統攝影菲林的總銷售額暴跌41%，
該類業務的收益總額仍維持去年相若水平。由於集團銷售的數碼產品品質優良，特別是具備高
感光度及極速快門反應等卓越功能，令數碼相機的總銷售額及銷售量分別錄得17.5%及8%的升
幅。隨著數碼產品日漸流行，數碼相片沖印數量持續𣇸升，帶動相紙的銷售額也節節上升。於
回顧年度，相紙總銷售額激增51%，加上經濟穩步增長，旅遊業發展蓬勃，促使市場對高質素
沖印服務需求大增。

資訊解決方案
資訊解決方案業務包括醫療影像系統及印刷器材。於回顧年度，由於實施的業務策略在整個集
團分銷網絡發揮顯著效能，加上香港與內地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利好因素，資
訊解決方案業務的整體收益錄得26%顯著增長。在香港市場，自2004年6月成功投得為香港醫院
管理局承包供應X光菲林及沖印藥液後，刺激該等業務類別於本財政年度錄得15%的銷售額增長。
印刷器材類別的銷售額於本財政年度錄得8%的理想增長。印藝菲林的總銷售額大幅增長36%，
記錄菲林的銷售額也錄得46.5%增長。深受市場歡迎的記錄菲林「百利合」(Benefi)，其銷售額持
續大幅上升達146%。同時，由於先進電子產品在全球市場大行其道，令印刷電路板 (PCB)菲林
的銷售額大幅上升165%。

零售業務
於香港，由於傳統攝影菲林銷售額暴跌，加上菲林沖印的銷售額大幅下滑，零售業務的總營業
額較上個財政年度下跌8%。儘管租金不斷攀升，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令盈利能力飽受沉重壓力，
快圖美零售沖印網絡仍維持90間店鋪。優質數碼影像沖印服務已成為快圖美的核心業務。現時，
逾80%的沖印訂單來自數碼而非傳統菲林，數碼沖印在銷售額及沖印量兩方面已連續兩年超逾
菲林沖印。數碼沖印的總銷售額及沖印量持續錄得大幅增長，分別較上個財政年度上升19%及
20%。此乃由於數碼相機日益流行，加上「數碼站」服務反應理想所致。由於數碼站已逐步成為
訂購數碼相片最時尚及便捷的途徑，其總數已由93部增加至114部，而來自數碼站之訂購數量也
因而𣇸升114%。網上數碼相片業務的總銷售量也顯著上升120%，反映網站大革新獲得空前成功，
令網上訂購服務日漸普及。

品牌管理
集團融合各領域的資源優勢及專業知識，務求在銷售推廣、廣告策略及企業贊助三方面產生協
同效應。為維持品牌知名度，集團繼續加大廣告推廣及贊助力度，藉此向中、港、澳三地的目
標顧客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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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發業務方面，集團於年內分別於夏季及冬季舉行了兩次大型沖印產品推廣活動，宣傳主題
以日本流行漫畫「鋼之鍊金術師」及本地卡通人物「卡寶 (Kapo)」為中心，目的是提高沖印產品的
銷售額。由於推廣活動反應熱烈，香港市場的相紙銷售額錄得顯著增長。同時，為刺激數碼相
機的銷售額，一系列奪目的戶外廣告相繼推出，分別以大型廣告牌、地鐵月台燈箱及巴士車身
等方式在高人流的地方展示。集團首次以密集式方案展出戶外廣告，力求提升數碼相機的品牌
知名度，年內展出的戶外廣告總面積近一萬平方呎，從銷售情況及客戶反應所見，宣傳效果令
人鼓舞。集團亦透過與香港零售市場上多個主要分銷客戶展開的聯合推廣活動，進行有效的策
略性產品推廣聯盟。

零售業務方面，集團投放了大量資源，以提升快圖美的品牌知名度及刺激數碼相片沖印量的需
求。快圖美透過多個以受歡迎的卡通人物為主題的推廣活動，如「Tweety」、「Hello Kitty」、「小
飛俠阿童木」及「Miffy」，以突顯快圖美在銷售推廣策略方面之優勢。於推廣期內，數碼相片沖
印量錄得顯著增長，特別是以卡通人物作相框的數碼相片。

於2005年11月，集團推出「Fun2Print」及「FotoPress」兩個新品牌，以滿足市場分別對數碼影像產
品及一站式數碼印刷服務不斷上升的需求。「Fun2Print」為個人影像產品及服務平台，提供獨特
度身訂造的數碼影像產品，如個人書籤、筆記本、明信片、記事簿、年曆卡、滑鼠墊、瓷杯及
椅墊等。「FotoPress」則致力配合商業客戶的突發需要或其為應付特定業務要求提供數碼印刷服
務。集團預計，數碼影像產品及一站式數碼印刷服務將會不斷擴展，並成為集團零售業務中賺
取更多收益的途徑。

財務資源
集團於2006年3月31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錄得增長10%至港幣6.56億元（2005年：  港幣5.96億元），
資產負債比率為零。集團繼續採取各項措施以提升工作效率及節流措施效益。於財政年度內，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顯著下降10%至港幣1,600萬元，而行政開支亦由於實施有效節流措施而得
以減少12%至港幣6,700萬元。由於審慎管理貿易應收賬項及票據及存貨，  貿易應收賬項及票據
亦於期內下降10%至港幣8,700萬元，  而存貨則大幅下跌26%至港幣1.44億元。集團員工數目為
477名（2005年：540名），員工之酬金則多數按照行業運作（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福利）而定。
集團亦有採納一個每年按照集團及僱員表現而釐訂之非強制性花紅制度。

展望
在CEPA的利好因素及大批國內旅客蜂擁而至帶動下，集團於回顧年度持續錄得盈利增長。集團
對業務發展前景保持樂觀態度，並會全面利用CEPA給予的優勢及把握香港旅遊業繁盛的機會，
為迅速發展的數碼業務締造更多商機。縱使技術更新的步伐日益加快，集團將憑藉其數碼業務
的協同效應，充分發揮其發展相關業務網絡及開拓市場良機產生的利好作用。為在惡劣的營商
環境中脫穎而出，增加批發及零售業務的收益及溢利，集團將銳意全力拓展現有數碼影像服務，
以及嶄新數碼沖印服務等新興業務。同時，預計全新建立的品牌也將會為集團帶來長遠的盈利
貢獻。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整個年度內，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條例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惟：

(1)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區分。孫大倫博士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本公司相信讓同一
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帶來強而貫徹的領導及更有效及有效率地策劃及執行商
業決定及策略。

(2) 非執行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協議且無特定任期，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值告退；及

(3) 並無就員工買賣本公司證券成立書面指引，原因為僅董事有可能持有本公司未刊發之股價敏
感資料。

有關企業管治之全面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之年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擬派之末期及末期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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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依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本公司已正式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核，並認為上
述財務報表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及上市規則作出妥善披露。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孫大倫博士為主席，鄧國棠先生、吳玉華女士及孫道弘先生為執行董事；張昀
女士、劉暉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區文中先生、李家暉先生、及黃子欣博士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代表董事會
孫大倫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http://chinahkphoto.com.hk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