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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M 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375）））） 

 

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九九九九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日日日止止止止六個月中期六個月中期六個月中期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 

 

YGM 貿易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的比較數字及經選擇說

明附註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損益賬 

(以港元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3  437,534  490,182 

銷售成本  (177,572)  (189,926)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59,962  300,256 

其他收入  4,577  6,71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998)  8,161 

分銷成本  (174,368)  (189,519) 

行政費用  (73,956)  (82,024) 

其他經營費用  (935)  (2,350)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14,282  41,240 

投資物業估值虧絀  (3,400)  - 

融資成本  (1,139)  (3,11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577  9,912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4  17,320  48,034 

所得稅 5  (1,292)  (1,910) 

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  16,028  46,124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     

  本公司權益股東  17,092  47,192 

  少數股東權益  (1,064)  (1,068) 

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  16,028  46,124 

     

宣派中期股息宣派中期股息宣派中期股息宣派中期股息 6  15,383  19,99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7     

  基本  11.1 仙仙仙仙  30.7 仙 

     

  攤薄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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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列示)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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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62,900    66,30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054    129,017 

- 按經營租約持作自用         

     的租賃土地權益    5,617    5,571 

    201,571    200,888 

無形資產    108,099    108,489 

租賃權費用    10,611    11,696 

聯營公司權益    109,662    128,150 

其他財務資產    34,045    35,128 

遞延稅項資產    61,145    65,006 

    525,133    549,357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買賣證券  4,719    11,923   

存貨  178,584    137,70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129,834    138,6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373    276,633   

本期可退回稅項  1,803    3,406   

  517,313    568,357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17,323    188,640   

銀行貸款及透支  30,644    38,942   

本期應付所得稅  9,830    9,892   

  257,797    237,474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59,516    330,8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4,649    880,240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809    6,406   

遞延稅項負債  12,925    13,657   

    17,734    20,063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766,915    860,177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76,916    76,916 

儲備    670,451    761,64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747,367    838,565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19,548    21,612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766,915    86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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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以港元列示)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均為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纳了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新詮釋（「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本集團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 

  

 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沒有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

狀況有重大影響。因此，無需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若干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已經

頒布。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尚在評估該等新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預期將會對首次採納期間所造成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認為採納新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分部報告分部報告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是按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部作出呈述。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匯

報工作意義較大，故已選為報告分部資料的主要形式。 

  

 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如下： 

  

 - 銷售成衣：生產、零售及批發成衣。 

 - 專利權費及相關收益：有關專利收益的商標管理及許可。 

 - 印刷及相關服務：生產及出售印刷產品。 

 - 物業租賃：出租物業產生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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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權費專利權費專利權費專利權費 印刷及印刷及印刷及印刷及   
 銷售成衣銷售成衣銷售成衣銷售成衣 及相關收益及相關收益及相關收益及相關收益 相關收益相關收益相關收益相關收益 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物業租賃 分部間之對銷分部間之對銷分部間之對銷分部間之對銷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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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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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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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     

  客戶的收入 386,477 435,889 30,114 31,329 18,776 19,841 2,167  3,123 - - 437,534 490,182 

來自其他分部收入 - - -   625 1,391 1,339 3,199  3,141 (4,590) (5,105) - -   

總額 386,477 435,889 30,114 31,954 20,167 21,180 5,366  6,264 (4,590) (5,105) 437,534 490,182 

     

分部業績 11,640 22,822 2,015 2,395 3,331 4,321 2,759  3,525 19,745 33,063 

分部間交易  1,633 1,538 -   (63) 101 99 (1,734)  (1,574) -        -   

分部經營成果 13,273 24,360 2,015 2,332 3,432 4,420 1,025  1,951 19,745 33,063 

未分配經營     

  收益及開支    (5,463) 8,177 

經營溢利    14,282 41,240 

投資物業 

估值虧絀   (3,400)  - (3,400) -   

融資成本    (1,139) (3,118)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減虧損 7,577 9,912    7,577 9,912 

所得稅    (1,292) (1,910) 

除税後溢利    16,028 46,124 

 
 

 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遍及世界各地，但於三個主要的經濟環境中經營。香港及澳門、台灣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的其他地區均為本集團成衣業務的主要市場。二零零五年收購Societe 

Guy Laroche後，本集團可通過授出Guy Laroche商標的特許權自全球各地賺取收入。香港及

澳門為本集團的所有其他業務的主要市場。 

  

 在呈述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是以客戶的所在地為計算基準。 

 

  來自外界客來自外界客來自外界客來自外界客户户户户的收入的收入的收入的收入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及澳門 173,370  205,039 

台灣 46,588 57,546

中國其他地區 169,289 190,519

其他 48,287 37,078

合計 437,534  49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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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 (計入) 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其他借款利息 1,139 3,118 

   

 (b) 員工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6,806  8,591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2,872  91,573 

   89,678  100,164 

      

 (b)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390 395 

  自置資產折舊及攤銷 13,544 15,326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933 3,359 

  買賣證券產生之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 ⁄ (收益) 淨額 1,246 (7,944)

  利息收入 (2,473) (3,739)

  上市證劵的股息收入 (8) (112)

 

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準備將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二零零七年：17.5%)計算。海外附屬公

司的稅項則以相關國家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2,891  4,633 

 海外稅項 (988)  3,899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額的遞延稅項 (611)  (6,622) 

  1,292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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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期間中期股息如下： 

 

  截至九月三截至九月三截至九月三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的中期股息每股 10.0港仙 (二零零七年：13.0港仙) 15,383  19,998 

 

 中期報告結算日後宣布派發的股息於結算日並無確認為負債。 

 

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期間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17,092,000 元 （二零零七年：

47,192,000 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3,831,792 股普通股（二零零七年：

153,831,792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期間鑑於普通股並無潛在的攤薄影響，故本期間並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 128,103  133,94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871  3,882 

 會所會籍 860  860 

  129,834  138,686 

 

 除數額分別為 860,000 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860,000 元）及 31,622,000 元（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2,472,000元）的會所會籍及按金外，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

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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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已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 ，其截至结算日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逾期 49,374  66,522 

 逾期一至三個月 5,983  4,798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1,133  1,245 

  56,490  72,565 

 

 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來自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上市債券投資及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之

存款。管理層已實施信貸政策，並且不斷監察所承受信貸風險之程度。 

  

 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而言，本集團對要求超過一定金額信貸之所有客戶及所有新客戶均

會進行信貸評估。本評估集中於客戶過往繳付到期款項之歷史及現時付款之能力，以及考慮

到客戶之具體資料及客戶營運所在地之經濟環境。該等應收款乃於發票日期後 30 至 90 日

內到期。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票據           -  1,995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8,371  179,58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952  7,059 

  217,323  188,640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截至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或接獲通知時到期 53,322  23,977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3,256  27,929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643  1,259 

 六個月後但十二個月內到期          -  1,438 

  77,221  5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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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營業額為港幣437,534,000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下跌

10.7%。 

 

本集團之毛利從去年同期之港幣300,256,000元下跌13.4%至回顧期間之港幣259,962,000元。由於對

銷售存貨提供更大折扣，毛利率下降至59.4% （二零零七年：61.3%）。 

 

經營溢利為港幣14,282,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41,240,000元）。本期間按公平價值計作買賣用途

證券估值之未變現虧損為港幣1,342,000元，去年之未變現收益則為港幣3,974,000元。本期間錄得

出售作買賣用途之證券的己變現收益為港幣96,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3,970,000元）。 

 

回顧期間之投資物業估值虧絀為港幣3,400,000元（二零零七年：無）。 

 

本期間之融資成本減少至港幣1,139,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3,118,000元），主要由於銀行貸款減

少所致。 

. 

本期間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17,092,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47,192,000元）。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銷售成衣 

 

本集團主要業務成衣銷售之半年度營業額由上年度之港幣 435,889,000 元下跌至港幣 386,477,000

元。營業額下跌部分原因為本集團終止 Guy Laroche及 Charles Jourdan品牌在中國內地、香港及台

灣之營銷所致。五月份發生之天災導致 Aquascutum在中國內地之表現較往年差。此外，Aquascutum

在香港之營業額亦較上年度有所下跌，部分原因為關閉兩間分別位於國際金融中心及時代廣場之

門市，以及中國旅客消費減少所致。 

 

 門市的地區分佈門市的地區分佈門市的地區分佈門市的地區分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零零八年九月二零零八年九月二零零八年九月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零零八年三月二零零八年三月二零零八年三月 門市門市門市門市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香港 33 41  -8

澳門 8 8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217 227  -10

台灣 46 56  -10

歐州 1 1  -

東南亜國家 12 6  6

總計 317 339  -22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及東南亞經營153間Aquascutum門市、79間Ashworth門

市及84間馬獅龍門市。另外本集團亦於歐洲經營1間Guy Laroche門市。 

 
Guy Laroche在巴黎之營運於過去十八個月進行重整，於本期間達到收支平衡。回顧期間錄得穩定

之專利權費收益。Marcel Marongiu現為設計總監，彼之作品在多個國家贏取不少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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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莞之成衣製造廠於回顧期間錄得輕微經營虧損。 

 

其他業務 

 

香港安全印刷錄得與去年同期相若之業績。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出售四層工業樓宇後，租金收入輕

微下跌。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合共為港幣 3,400,000元。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全球金融風暴嚴重打擊本集團所有市場之成衣消費。本集團已退出無利可圖之地區，以節省更多

資源，唯要達致去年下半年同期的業績仍有難度。本集團相信其經營業務市場之長遠前景。保留

現金有助本集團開拓具更高價值之新商機。擴展計劃待租金回復至可接受水平時便會展開。 

 

資本支出資本支出資本支出資本支出 

 

期內，本集團亦斥資約港幣17,570,000元用作經常性增置及重置固定資產，去年則為港幣11,240,000

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資金來自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銀行向其提供的銀行信貸。本集團在管理其所需資金方面

仍維持審慎的策略。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為港幣41,039,000元（ 二零零七

年︰ 港幣58,858,000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存款港幣171,729,000

元（已扣減透支及短期銀行貸款）， 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支付本年度股息港幣95,376,000

元後之港幣237,691,000元有所下降。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可隨時以公允價值轉

換為現金之上市證券為港幣4,719,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淨資產總值為港幣766,915,000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則為港幣860,177,000元。本集團於期末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047（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0.054），乃按總借貸港幣35,453,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港幣45,348,000元）及股東權

益港幣747,367,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港幣838,565,000元）計算。本集團之借貸按浮

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在外匯風險管理亦維持保守作風。其收入及開支主要以港元、新台幣、英鎊、歐元、人民

幣及澳門幣列值。為管理外匯風險，非港幣資產乃盡量主要以當地貨幣債項來融資。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為港幣50,800,000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信

貸，其中已使用金額為港幣零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附屬公司的銀行貸款向銀行作出擔保，涉及的或然負債

合共約港幣118,668,000元，而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港幣114,670,000元。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該購股權計劃將一直

有效，直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到期。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參與者（包

括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 以認購本公司最多15,469,879股新股。 

 

回顧期內，並無向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而於期內，亦無董事及僱員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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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僱員2,200名。本集團一向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酬金，作

為彼等所作貢獻之回報，其中包括醫療津貼及退休計劃供款。此外，亦會視乎本集團之業績及個

別員工之工作表現而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10.0港仙（二零零七年︰13.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十五日派發予股東。 

 

暫停辦暫停辦暫停辦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理股東登記理股東登記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 

 

守則條文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

舉，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膺選

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載列之規定準則及其證券買賣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為審核委員會制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即梁學濂先生、王霖先生及林克平先生，主席為梁學濂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監管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完整性、透過檢討內部和外聘核數師進行的工作檢討

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及其執行情況、評估財務資料及有關披露事項，以及審閱關連交易。 

 

審核委員會己與管理階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恿屬

公司於期內亦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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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登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欄

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ygmtrading.com) 「業績公告」一欄內登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瑞球陳瑞球陳瑞球陳瑞球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為陳瑞球、陳永奎、陳永燊、周陳淑玲、傅承蔭、陳

永棋及陳永滔，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學濂、王霖及林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