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發 展（香港）有限公司
BEIJING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MITED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4）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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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與上
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531,298 531,848

銷售成本 (297,598) (293,099)

毛利 233,700 238,749

銀行利息收入 737 796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0,744 6,404
銷售及分銷費用 (131,609) (132,082)
行政費用 (73,830) (63,806)
其他經營費用 (49,140) (7,242)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900) 200
財務成本 7 (10,229) (9,373)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659) (1,811)
共同控制企業 (264) (116)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25,450) 31,719
稅項 8 (3,088) (2,800)



本年度溢利／（虧損） (28,538) 28,919

分配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35,042) 14,886
少數股東權益 6,504 14,033

(28,538) 28,91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仙） (7.09) 3.01

攤薄（仙） 不適用 3.01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628 83,285
投資物業 34,400 39,300
商譽 140,964 134,221
其他無形資產 12,773 14,3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521 14,479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67,716 67,151
可供出售之投資 1,896 1,959
應收貿易賬款 10 33,202 69,310
其他應收款項 7,546 18,825
遞延稅項資產 733 –

總非流動資產 384,379 442,901

流動資產
存貨 66,827 76,395
合約工程客戶欠款 7,585 5,575
待出售物業 – 1,25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82,042 220,015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賬款及按金 63,755 75,640
抵押存款 3,612 24,191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6,833 102,506



總流動資產 470,654 505,57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62,639 96,728
欠合約工程客戶款項 14,074 8,359
應繳稅項 2,951 2,4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46,502 87,654
銀行貸款 108,287 197,884

總流動負債 334,453 393,071

流動資產淨值 136,201 112,5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0,580 555,40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020 4,324

資產淨值 516,560 551,078

權益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93,981 493,981
儲備 (57,964) (13,970)

436,017 480,011
少數股東權益 80,543 71,067

總權益 516,560 551,078

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
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公司條例編
製。



2. 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以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產生影響，並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獲採
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財務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過渡及初步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註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21號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確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香港註釋常務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及香港－詮釋第4號
並無對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會計政策、本集團及本公司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產生重大影響。

採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

應收款項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之應收款項按成本減呆壞賬之任何撥備列賬。在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後，應收款項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減任何減值列賬。攤銷成本乃已貼現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按原實際利率（於初步確認時計算）計算之現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
過渡性條文規定，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賬面值下跌為
17,653,000港元，已調整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保留盈利及少數股東權益，而比較款項則
並未重列。採納此會計政策之改變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母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淨額減少2,727,000港元，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少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增加795,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
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減少14,131,000港元；以及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減少0.55
港仙。



3. 已頒佈但未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無將以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未生效）應用於該等財務報
表。除非另有註明，否則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年度期間生
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海外業務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價值之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 財務擔保合同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礦產資源之勘探及
及第6號（經修訂） 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財務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詮釋第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重整基金所產生權益之
－詮釋第5號 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由於參與某特定市場－廢電及電子設備引致之
－詮釋第6號 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應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經修
訂準則將對本集團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及程序等非量化資料；有關本公司視為資本之量
化數據；及對任何資本要求之遵行情形，以及任何不合規情況之披露產生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並已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有關
財務工具之披露規定。此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預期採納上列者之其他公告對本集團於首次採納期間之財務報表
不會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4. 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類之
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73,199 253,408 4,691 – 531,298
內部分類銷售 – – 902 (902) –
其他收入及收益 9,956 742 21 – 10,719

總額 283,155 254,150 5,614 (902) 542,017

分類業績 (7,431) 17,901 (11,897) – (1,427)

銀行利息收入 737
未分配企業開支，
淨額 (13,608)

財務成本 (10,229)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411) – (248) – (659)
共同控制企業 (264) – – – (264)

除稅前虧損 (25,450)
稅項 (3,088)

本年度虧損 (25,538)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四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56,764 246,671 28,413 – 531,848
內部分類銷售 – – 864 (864) –
其他收入及收益 3,078 915 2,211 – 6,204

總額 259,842 247,586 31,488 (864) 538,052

分類業績 30,955 10,405 14,807 – 56,167

銀行利息收入 796
未分配企業開支，
淨額 (13,944)

財務成本 (9,373)
應佔下列公司盈虧：
聯營公司 (1,693) – (118) – (1,811)
共同控制企業 (116) – – – (116)

除稅前溢利 31,719
稅項 (2,800)

本年度溢利 28,919



資訊科技 酒樓 物業投資 企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

分類資產 596,071 93,695 48,926 27,303 765,995
聯營公司之權益 2,129 – 10,392 – 12,521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67,716 – – – 67,716
未分配資產 – – – – 733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 – – 8,068 8,068

總資產 855,033

分類負債 121,252 41,695 6,953 53,315 223,215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 – – 8,068 8,068
未分配負債 – – – – 107,190

總負債 338,473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5,490 6,787 370 1,771* 14,41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311 – – – 2,311
於損益表確認可供出售之
投資之減值 99 – – – 99

於損益表確認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減值 – – 3,780 – 3,78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 4,900 – 4,900
資本開支 5,071 1,903 – 285 7,259



二零零四年

分類資產 687,253 84,143 58,629 23,242 853,267
聯營公司之權益 141 – 14,338 – 14,479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67,151 – – – 67,151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 – – 13,576 13,576

總資產 948,473

分類負債 139,369 43,413 7,143 2,816 192,741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 – – 13,576 13,576

未分配負債 – – – – 191,078

總負債 397,395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3,887 11,373 354 1,724* 17,33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264 – – – 2,264
於損益表確認可供出售之投資之減值 107 – – – 107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 (200) – (200)
資本開支 3,473 3,285 – 415 7,173

* 該等項目已計入上列之「未分配企業開支」。



(b) 按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分類之
收入及若干資產及開支資料。

香港 中國大陸 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402 340,852 66,550 59,086 43,664 18,744 – 531,298
內部分類銷售 4,642 – 40,381 – – – (45,023) –
其他收入及收益 46 9,983 17 18 – 680 – 10,744

總額 7,090 350,835 106,948 59,104 43,664 19,424 (45,023) 542,042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32,949 666,636 34,735 16,411 10,645 4,619 – 765,995
聯營公司之權益 – 12,521 – – – – – 12,521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 67,716 – – – – – 67,716
未分配資產 – – – – – – – 733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8,068 – – – – – – 8,068

總資產 855,033

資本開支 285 5,703 279 770 84 138 7,259

二零零四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6,585 320,271 66,917 61,511 41,069 15,495 – 531,848
內部分類銷售 10,367 – 38,731 – – – (49,098) –
其他收入及收益 556 5,138 75 74 – 561 – 6,404

總額 37,508 325,409 105,723 61,585 41,069 16,056 (49,098) 538,252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27,372 759,835 32,905 18,433 10,369 4,353 – 853,267
聯營公司之權益 – 14,479 – – – – – 14,479
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 67,151 – – – – – 67,151
計入分類資產之銀行透支 13,576 – – – – – – 13,576

總資產 948,473

資本開支 8 4,412 285 1,792 234 442 – 7,173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乃年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出售貨物之淨發票值、建造合約
之合約收益適當部份、提供服務之價值、出售待出售物業之所得款項、租金總收入及酒樓
營運收入。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建造合約 157,419 156,029
提供服務 115,780 100,735
酒樓營運收入 253,408 245,577
出售海味 – 1,094
租金總收入 2,341 5,578
出售待出售物業 2,350 22,835

531,298 531,848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中國及海外稅項補助 6,703 3,058
免息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推算利息 3,788 –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收益 – 238
中國預扣稅撥備回撥 – 1,855
其他 253 1,253

10,744 6,404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256,274 233,813
出售待出售物業成本 1,360 10,603
提供服務成本 38,172 46,553
折舊 14,418 17,338

按經營租賃之土地及樓宇租金：
最低租賃付款 24,748 21,221
或然租金 1,745 2,192

26,493 23,413

清理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商譽回撥* 629 7,135
無形資產攤銷@ 2,311 2,264

研究及開發成本：
本年度開支 6,007 8,195
減：已收政府補助+ – (1,774)

6,007 6,421

外幣㶅兌差額，淨額 226 1,503
可供出售之投資減值* 99 10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3,780 –
呆壞賬撥備* 40,132 –
聯營公司欠款撥備* 4,500 474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撥備 3,434 2,697
去年度撥備不足 135 70

3,569 2,76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90,093 80,950
退休金計劃供款 3,268 3,189

93,361 84,139



投資物業租金總收入 (2,289) (3,286)
待出售物業租金總收入 (52) (2,292)
減： 因賺取租金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費用

（包括維修及保養） 1,886 2,130

淨租金收入 (455) (3,448)

銀行利息收入 (737) (7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9 577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內。

+ 中國北京市政府在教育事業之管理資訊系統研究及開發方面提供若干政府補助。已
收政府補助於相關之研究及開發成本中扣減。有關補助並無未完成之條件或偶發事
件。

* 該等款項計入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費用」內。

7. 財務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9,606 9,373
須於五年內償還其他貸款之利息 623 –

10,229 9,373

8.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並根
據有關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作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之稅務條例及規則， 本公司於國內之若干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享有所得稅之豁免及寬減。若干於國內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
共同控制企業之所得稅為7.5%至33%之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本年度開支 290 366
去年度撥備不足 408 –

本期－其他地區
本年度開支 2,654 2,575
去年度撥備不足／（超額） 455 (141)

遞延 (719) –

本年度之稅項開支總額 3,088 2,800

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淨虧損35,042,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溢利14,886,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493,981,150股（二零零四年：493,981,150
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披露攤薄後每股虧損數額，因年內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對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該年度母公司普通股東權益持
有人應佔溢利 14,886,000港元計算。用於計算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指該年度已發行之
493,981,150股普通股（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以及假設在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獲行使
或兌換為普通股之情況下按零代價發行之847,126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付款期限及扣除撥備後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及三個月內 177,682 228,518
四至六個月 4,022 616
七至十二個月 12,668 40,344
超過一年 20,872 19,847

215,244 289,325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47,754 88,924
四至六個月 2,332 192
七至十二個月 3,038 1,646
超過一年 9,515 5,966

62,639 96,72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任何股息予股東（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零五年度工作，本集團明確以資訊科技為主營業務，繼續加大了對資訊科技
業務的投入和戰略部署，旗下已形成北控資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北控資訊」）、北
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一卡通」）和衝浪平台軟件國際有限公司（「衝浪」）三
大資訊科技業務板塊，由承接短期性項目向持續性項目轉型，多行業業務齊頭並進。

1. 北控資訊板塊承造（歷時五載）的「校校通」工程項目整體建設已基本完成，為
北京市2000多所中小學提供網絡建設和軟件配套；初步搭建起教育電子資源平
台，開通了北京教育資源網。

2. 一卡通板塊正積極進行基礎建設，為應對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開始使用IC電子
月票而帶來的業務快速增長做好各項管理和技術上的準備工作；同時進行了包
括多個旅游景點、VISA合作、麥當勞和校園小額消費等項目的建設。

3. 衝浪板塊完成了北京市勞動局「四險合一」的系統建設，在勞動力市場信息化和
街道級電子政務領域更有突破的收益；年底收購了In@box項目，以嵌入式Linux
為基礎的分布式互聯網服務，將目標客戶群由政府拓展到中小企業和個人。



策略及展望

二零零六年是本公司至關重要的一年，確立將自身打造成為北京市信息化建設和運
維的高科技企業。隨著年初管理層的變動，本公司對過往市場定位和發展戰略進行了
深入的研討和論證，採取兩項措施：一、加強內部重組和管理的力度，整合現有業務資
源，理順和優化業務組織結構，同時針對市場變化，充分實現協同效益，增強核心競爭
力；二、大步推進各項精簡資產組合的計畫，重組一些跟整體發展戰略不吻合的資產，
突顯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明確三大資訊科技業務板塊。

1. 北控資訊板塊將專注於以基礎設施為核心領域的信息化建設和運維：

－ 以軌道交通領域為主導：深入挖掘北京市地鐵信息化基礎建設和運營項目，
成功中標的有環境與設備監控系統、全高安全門系統、北京市軌道交通自
動售檢票清算管理中心系統及北京地鐵1、2號線和八通線自動售檢票系統，
總合同金額逾6個多億元人民幣，同時通過與跨國企業的合作，在技術能力、
管理模式、合作機制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今後在基礎設施、公用
事業領域的業務拓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 以教育領域為主導：基於教育資源網的業務平台，整合相關教育資源，開發
教育信息化領域以應用為主的多元化服務項目，形成教育信息化領域集咨
詢、建設、運營、研發、維護、培訓、服務一體化的產業鏈，奠定在教育信息
化領域作為運營商和服務商的領軍地位。

2. 一卡通板塊將實現由建設期到運營期的過渡，現正在大量發卡的過程中。二零
零六年五月十日開始將在北京的公交、地鐵全面使用，13家出租汽車公司共計
3萬輛出租汽車亦相繼開通，同時拓展在高速公路、停車場、旅游景點、超市等小
額消費領域的業務。一卡通將逐步發揮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領域作為電子結
算平台運營商的得天獨厚的優勢。

3. 衝浪板塊以電子政務提供和網絡技術服務為主營業務的投融資平台，繼續擴大
在社保、勞動力市場和街道電子政務領域的業務份額，透過自主研發的以Linux
技術為核心的In@box互聯網服務項目，鎖定目標客戶群，積極拓展政府、中小企
業和個人客戶的市場佔有率。

展望二零零六年，在明確戰略定位、大力推進業務的協同和整合的同時，進一步完善
企業管治的透明度 ,加強與資本市場的溝通，激活上市公司投融資平台的功能和活力。
同時，在新的管理層帶領下，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發揮上下秉承銳意進取的
工作精神，積極求索，努力奮鬥，爭取開創工作新高。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入達5.43億港元，與去年基本持
平。為了打好以後發展的基礎，更保守的反映本集團資產的實質價值，本集團對一些
資產已進行評估並作出適當撥備約5,330萬港元，拖累了本集團業績的整體表現，母
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因此由去年度的1,489萬港元大幅下調至本年度的
虧損3,500萬港元。

資訊科技業務板塊錄得分類收入28,320萬港元，去年為25,980萬港元，佔本集團之總
收入52.2%。年內，呆壞賬之若干撥備為4,010萬港元，導致分類虧損740萬港元，去年
之分類溢利為3,100萬港元。

酒樓業務板塊錄得分類收入25,420萬港元，去年為24,760萬港元。分類溢利貢獻為
1,790萬港元，較去年增加750萬港元。年內，本集團所持物業及物業投資項目已提取
減值虧損合共1,320萬港元，進一步擴𡚸本集團之虧損數字。

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85,500萬港元及
33,850萬港元。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及少數股東權益分別為43,600萬港元及
8,054萬港元。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淨額 68,372 3,296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6,833 102,506
銀行貸款 112,307 202,208
一家控股公司之墊款 50,000 –
貸款淨額 15,474 99,702

負債比率（貸款淨額與股東權益之比率） 3.0% 18.1%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40.7% 128.6%

本集團約90%之銀行貸款以人民幣結算，為無抵押，固定息率界乎每年5%至7%。餘下
銀行貸款由本集團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其賬面淨值總額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4,570萬港元。本公司給予附屬公司有關信貸之銀行擔保為22,250萬
港元，其中10,070萬港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動用。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僱用之員工總數為1,840名，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1,890名。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僱員福利總開支（包括
董事酬金）達9,340萬港元，較去年增加11%。僱員之薪金水平保持市場競爭力，而購
股權及花紅則以公司業績及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予以發放。

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除以下重大分歧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
直遵守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年期獲委任，此舉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之規定。
然而，鑑於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本公司認為有足夠措施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不遜於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4(a)條，本公司之執行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
此舉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為確保全面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於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特別決議案修訂有關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藉以每位董事須每
三年至少一次輪值告退。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貴興先生、劉偉教授及金立佐博士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
會已審閱年度業績，並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無保留意見之核數
師報告將載於二零零五年年報。

在聯交所網址刊載全年業績

本公司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需一切有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址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址 (http://www.bdhk.com.hk)刊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全體僱員之支持及竭誠服務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虹海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虹海先生、李抗英先生、鄂萌先生、王勇先
生、曹瑋先生、俞曉陽博士和吳光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貴興先生、劉偉教授和
金立佐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