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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3）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2006
摘要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20.1%，達6.25億港元。

‧營業額上升25.3%，達34.02億港元。

‧出售浦東集裝箱10%股權獲2.44億港元稅後特殊收益。

‧上實聯合及光明乳業股權分置改革產生合共2.47億港元特
殊虧損。

‧集團財務狀況穩健，銀行結存及現金結存逾66億港元。

‧中期股息為每股22港仙，上升10%。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半年度，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上升25.3%，達34.02億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20.1%，達6.25億港元；資產淨值同比上升5.5%，達  167.87
億港元。

本期間溢利增長主要由基建設施業務盈利貢獻大幅增長所致。盈利結構當中
含三項特殊項目：上海實業聯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實聯合」）及光明乳
業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業」）股權分置改革產生合共2.47億港元的特殊虧損
及出售上海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浦東集裝箱」）10%股權為集團帶
來2.44億港元的稅後特殊收益。

本期間，在扣除特殊項目後，集團基建設施板塊的盈利貢獻增長101%，達
2.05億港元，主要原因為上海滬寧高速公路（上海段）發展有限公司（「滬寧高
速」）對本集團的盈利貢獻大幅增長224.2%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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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板塊受行業波動及去年同期出售上海三維製藥有限公司股權等因素的影
響，在扣除特殊項目後，盈利貢獻同比下跌26.5%至7,002萬港元，但集團保
健品及非處方藥經營業績呈現明顯的恢復性增長。

消費品板塊仍受上海㶅眾汽車製造有限公司（「㶅眾汽車」）未能完全止虧及
光明乳業業績下滑的影響，扣除特殊項目等因素後，本期間消費品板塊盈利
貢獻同比基本持平，為2.51億港元。

信息技術板塊的盈利貢獻為3,508萬港元，扣除去年出售中國網通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股權的特殊收益因素後，實現扭虧為盈。

本期間各業務板塊之盈利比重如下：

扣除特殊項目業務淨利潤 比重
（千港元）

基建設施 204,842 36.5%
醫藥 70,023 12.5%
消費品 250,983 44.7%
信息技術 35,080 6.3%

註： 特殊項目為上實聯合及光明乳業股權分置改革所產生合共2.47億港元的特殊虧損及由出售浦東集裝箱10%股權所
獲得的2.44億港元稅後特殊收益。

業務回顧

基建設施

收費公路
受惠於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改擴建工程全面竣工通車的因素，於本期間，滬
寧高速公路（上海段）項目通行費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日均車流量達5.7萬架次。
本年六月，滬寧高速已就有關拓寬改建滬寧高速公路（上海段）簽訂相關合同。
於施工期間，滬寧高速可就通行費收入減少獲得補償。通行費及補償共計每年
4.52億港元。由上海公路建設總公司按月平均支付予滬寧高速。

水務
於本期間，中環保水務投資有限公司（「中環水務」）的營業額同比上升75.5%，達
1.63億港元。期內，中環水務新投資了溫州中心片污水處理廠項目，新增日處理
能力20萬噸。目前，中環水務的投資地區達八個城市，形成日合併處理能力約
410萬噸。

醫藥

中醫藥
於本期間，受到同行業產品負面報道及國內醫藥行業政策調整的影響，致使本
集團若干處方藥品的銷售同比出現回落。雖然如此，本集團保健品及非處方藥
的銷售呈現明顯的恢復性增長，「青春寶」及「胡慶餘堂」保健食品系列的銷售與
去年同期比較分別增長40.3%及38.6%。「青春寶抗衰老片」的銷售同比更𣇸升67.6%，
達  1.55億港元。



– 3 –

生物醫藥
生物醫藥方面，本期間，本集團繼續深化拓展「烏司他丁」產品在危重病方面的
應用，並重點開拓麻醉、燒傷等領域的學術推廣，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上半年
該產品的銷售同比保持了15.0%的增長。

新藥項目
集團三個國家一類新藥項目商品化的進展順利。「H101」項目的生產批文已於本
期間取得，商品名稱為「安柯瑞」，GMP廠房驗收工作已經完成，並獲通過。「凱
力康」產品目前已在國內開展銷售。「TNF」項目的GMP廠房已竣工並調試完成。

消費品

煙草
於本期間，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的營業額同比增長8.6%，達7.84億港元；
淨利潤達1.61億港元，經營性盈利實質增長10.7%。

乳製品
於本期間，光明乳業營業額為33.34億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基本持平；淨利
潤8,704萬港元，同比下降39.0%。業績下滑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對酸奶的市場宣
傳投入，營業費用的上升幅度較大。

印刷品
於本期間，永發印務有限公司（「永發印務」）營業額上升147.0%，達6.98億港元；
淨利潤達6,733萬港元，同比上升4.8%。營業額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為於去年下半
年完成增持成都永發印務有限公司及河北永新紙業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權，增
加了業績的合併範圍。

汽車及零部件
於本期間，由於成本上漲及產品價格持續走低，㶅眾汽車自去年第二季度開始
一直處於虧損狀態，本期間虧損6,818萬港元，營業額持續改善，同比增加52.6%，
達24.26億港元。上海實業交通電器有限公司的營業額及淨利潤分別同比上升35.6%
及217.4%，達2.25億港元及4,333萬港元。

信息技術

半導體
於本期間，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中芯國際」）的業績雖仍未能完全
扭轉虧損狀態，但與去年同期淨虧損5.49億港元比較，本期間的淨虧損已大幅減
少至5,071萬港元。雖然一些客戶因進行存量調整而減少訂單，但公司的銷售表
現整體顯著改善。本期間，中芯國際營業額同比上升34.9%，達  55.58億港元。

信息技術服務
於本期間，上海市信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淨利潤達8,637萬港元，同比上升69.4%。
公司旗下各個投資項目，業務發展良好。東方有線網絡有限公司於本期間新增
「有線通」寬帶接入用戶3.9萬戶，同比增長18.2%。於期末，「有線通」用戶累計
已達26萬戶。上海市信息管線有限公司全年新建管道339溝公里，大樓接入共完
成186幢，同比增長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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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醫藥、消費品、半導
體等行業在下半年還將面對較大的經營壓力。本集團將以核心產業做強為主
線，針對基建設施及醫藥兩核心產業，加大投資力度，致力落實更多收費公
路項目的投資機會及落實醫藥大項目的收購，利用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後國內
資本市場改革的有利契機，加速完成醫藥產業板塊一體化平台的構建。消費
品業務方面，將通過擴大產品市場佔有率、降本增效的措施，以消化個別行
業週期性波動對業績表現的負面影響，維持業務穩步上升。

本集團擁有穩建的財務狀況，依托上海背景和中國內地優勢，將以融入上海
新一輪的經濟發展規劃為目標，抓緊國有資產重組為我們帶來的新機遇，積
極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開創新的產業領域，實現新的突破。

代表董事會

蔡來興
董事長

香港，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22
港仙（二零零五年：20港仙）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已登記在本
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上述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派發
予各位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息單將於二
零零六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或前後寄予各位股東。股東如欲獲派中期股息，股
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8號金鐘㶅中心26樓，辦理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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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3,401,805 2,714,218
銷售成本 (2,093,234) (1,611,172)

毛利 1,308,571 1,103,046
投資收入 493,525 197,468
其他收入 131,795 102,503
分銷費用 (489,362) (379,318)
行政費用 (376,115) (339,616)
其他費用 (18,167) (28,497)
財務費用 (56,799) (34,234)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7,723 20,88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92,779 58,407
出售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權益之淨（虧損）溢利 (4,994) 14,187
附屬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之攤薄虧損 (214,955) －
聯營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之準備  (32,139) －
合營企業商譽之減值損失 － (1,409)
購併附屬公司附加權益之折讓 － 141

除稅前溢利 841,862 713,567
稅項 5 (112,897) (87,505)

期間溢利 6 728,965 626,062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625,375 520,732
－少數股東 103,590 105,330

728,965 626,062

股息 7 212,987 336,347

每股盈利 8
－基本 64.6港仙 54.2港仙

－攤薄 64.2港仙 54.0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006年 200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56,232 51,83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86,694 2,404,338
已付土地租金－非流動部份 225,619 225,238
收費公路經營權 1,747,207 1,776,798
其他無形資產 93,681 95,077
商譽 416,357 397,987
於合營企業權益 2,338,308 2,390,508
於聯營公司權益 3,823,046 3,868,057
可供出售之投資 199,926 321,054
應收貸款－非流動部份 3,688 4,277
採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380,208 26,326
購併附屬公司之已付訂金 － 68,269
金融衍生工具 － 6,421
遞延稅項資產 31,022 25,876

11,701,988 11,66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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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存貨 1,230,055 1,215,72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644,233 1,539,861
已付土地租金－流動部份 7,339 8,129
應收貸款－流動部份 － 62,757
持有作交易之投資 1,724,660 1,070,042
作抵押之銀行存款 28,000 28,0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94,992 6,040,400

11,229,279 9,964,914
持有作出售資產 27,634 345,185

11,256,913 10,310,0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652,991 1,297,662
應付稅項 56,073 65,236
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 2,156,892 1,320,175

3,865,956 2,683,073

流動資產淨值 7,390,957 7,627,02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092,945 19,289,08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6,815 96,753
儲備 16,689,998 16,279,139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東權益 16,786,813 16,375,892
少數股東權益 2,035,008 1,832,137

總權益 18,821,821 18,208,029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及其他貸款 144,468 973,574
遞延稅項負債 126,656 107,479

271,124 1,081,053

19,092,945 19,289,082

附註：

(1) 獨立審閱

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進行審閱。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
予股東的中期財務報告內。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布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適用於
2005年12月1日或2006年1月1日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採用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均無重大影響，無須就過往會計期
間作調整。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一致。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準則、修訂或詮
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股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㶅報準則）－  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採用重列式2

香港（國際財務㶅報準則）－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疇 3

香港（國際財務㶅報準則）－  詮釋第9號 附帶內在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 4

1 於2007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於2006年3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於2006年5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2006年6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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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分部信息

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

基建設施 醫藥 消費品 信息技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對外銷售 122,064 1,885,791 1,393,950 － 3,401,805

分部業績 210,044 159,495 281,896 26,758 678,193

未分攤總部收入淨值 103,980
財務費用 (56,799)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3,865) 28,561 (33,536) 16,563 7,723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6,222 91,585 (5,028) 92,779
出售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權益
之淨虧損 (4,994)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溢利 268,074
附屬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之攤薄虧損 (214,955)
聯營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之準備 (32,139)

除稅前溢利 841,862
稅項 (112,897)

期間溢利 728,965

截至2005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

基建設施 醫藥 消費品 信息技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對外銷售 82,877 1,713,341 918,000 － 2,714,218

分部業績 84,314 205,875 302,987 77,960 671,136

未分攤總部支出淨值 (15,550)
財務費用 (34,234)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0,849 25,457 (22,541) 7,124 20,88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13,895 99,181 (54,669) 58,407
出售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權益
之淨溢利 14,187
合營企業商譽之減值損失 (1,409)
購併附屬公司附加權益之折讓 141

除稅前溢利 713,567
稅項 (87,505)

期間溢利 626,062

(5)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收入）包括：

本期間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稅項
香港利得稅 33,648 36,150
中國所得稅 72,693 48,713

106,341 84,863
中國所得稅往年（超額）少提撥備  (59) 3,543

106,282 88,406
遞延稅項 6,615 (901)

 112,897 87,505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根據中國大陸（「中國」）之適用法律及條例，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獲得數年之中國所得稅豁免及優惠。根據當
地稅務機關之相關條文，某些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被認可為「高科技企業」，因而享有較低之稅率。本期間之中國所
得稅已包含了這些稅務優惠，稅率由7.5%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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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收費公路經營權攤銷 29,591 15,50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19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148,158 91,259
已付土地租金攤銷 3,581 2,104
投資股息收入 (40,649) (34,5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溢利） 950 (2,065)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溢利 (268,074) －
利息收入 (116,827) (60,543)
持有作交易之投資公允價值變動之溢利，不包括股息 (61,920) (85,807)
可供出售之投資之減值損失 － 9,879
分佔合營企業中國稅項
（已包括在分佔合營企業溢利內） 8,568 3,023
分佔聯營公司中國稅項
（已包括在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內） 4,426 26,175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每股22港仙
（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 212,987 336,347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2港仙（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派發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
股東登記名冊內之股東。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字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及藉以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625,375 520,732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調整應佔合營企業溢利對每股盈利的
　潛在攤薄影響 (2,334) －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623,041 520,732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股數 股數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67,919,845 960,626,149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期權 2,004,581 4,109,346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69,924,426 964,735,495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06年 於200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一年內 999,567 914,024
一年以上 16,198 29,123

1,015,765 943,147
其他應收款項 628,468 596,714

1,644,233 1,53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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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06年 於200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一年內 610,184 554,178
一年以上 11,147 24,297

621,331 578,475
其他應付款項 1,031,660 719,187

1,652,991 1,297,662

(11) 撥入或撥自儲備之款額

本期間，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約有45,69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9,670,000港元）
自溢利中撥入中國法定儲備而轉撥當中已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另外，本期間約有28,24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無）
於減持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及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時由中國法定儲備撥回至保留溢利中。

財務回顧

I. 財務業績分析

1.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受基建設施及消費品業務營業額
的帶動，整體營業額上升約25.3%至約34.02億港元。

受惠於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改擴建工程全面竣工通車的因素，本期間，屬
於基建設施業務的滬寧高速公路（上海段）項目通行費收入同比大幅增加，加
上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開始，通行費收入統一減按3%徵收營業稅，本期間
全期反映該正面因素。

永發印務於去年9月完成增持原下屬從事造紙業的河北永新紙業至控制性股
權，致使河北永新紙業的銷售額於本期間納入本集團的合併範圍，為消費品
業務的營業額帶來新增的營業額約達3億1,340萬港元。同屬於消費品業務的
南洋煙草營業額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本集團於去年7月完成增持胡慶餘堂藥業的股權至51%，本期間為醫藥業務帶
來新增營業額約1億3,287萬港元，抵銷部份因國內醫藥行業性政策出台及醫
藥產品質量報導的負面影響。

2. 除稅前溢利
(1)毛利率

本期間的毛利率約為38.5%，較去年同期的毛利率約40.6%，輕微下降約2.1
個百份點，主要是本期間開始合併永發印務下屬經營銷售毛利率相對較低
的造紙業所致。

(2)投資收入

因出售本集團持有浦東集裝箱10%股權而獲得約2億6,807萬港元的盈利，
致使本期間的投資收入由去年同期的1億9,747萬港元上升至約4億9,353萬
港元。

(3)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本集團下屬匯眾汽車受成本上升的影響而仍錄得經營虧損，加上去年同期
錄得盈利的中環水務因國內利率上升，利息支出大幅增加而造成經營利潤
減少，令分佔合營企業溢利同比減少約1,317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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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去年同期中芯國際的經營業績受到半導體行業進入周期不景氣的影響，錄
得經營虧損約5億4,943萬港元，本期間中芯國際受部份客戶持續調整庫存
而減少晶片定單的影響，仍然錄得約5,071萬港元的虧損，但業績已有明顯
的改善，因此令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同比增加約3,437萬港元。

3. 股息
董事會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2港仙，派息比率34.1%，比二零零五年中期股
息每股20港仙，派息增加10個百份點。

II 集團財務狀況

1. 資本及股東權益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股份共968,147,000股。因本期間
員工行使購股期權，較二零零五年度末的967,533,000股增加614,000股。按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每股收市價15.15港元計算，本集團市值約為146億6,743
萬港元。

本集團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上半年度淨利潤和股份數目增加，在扣減本期
間內實際派發的股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東權益較二零零五年度末
增加約4億1,092萬港元至約167億8,681萬港元。

2. 債項
(1)借貸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貸款約為23億136萬港元，主要為
附屬公司共約7億港元的貸款和一項5年期的16億港元銀團貸款，由於有關
銀團貸款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到期，故已在資產負債表中列為短期銀行貸
款。總貸款中85.3%為無抵押擔保的信用貸款。

(2)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下列資產已作抵押以取得一般信貸額度：

(a) 帳面淨值約227,497,000港元的廠房及機器；

(b)帳面淨值約186,894,000港元的土地及樓宇；及

(c) 帳面淨值約104,000港元的汽車。

(3)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西安永發及第三方的銀行信貸額向銀
行提供合共約4,377萬港元的擔保。

3. 流動資金及短期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流動資金及短期投資分別約66億2,299萬
港元和17億2,466萬港元。流動資金的美元、人民幣及港元的比例分別為47.8%、
38.4%及13.8%。短期投資中主要包括基金、股票掛漖票據、債券及香港上市
公司股票等投資。

目前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結構屬於淨現金，擁有充裕的流動資金和穩健的利息
覆蓋倍數，但將不時檢討市場情況及考慮公司發展需要，尋求優化資本結構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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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財務風險管理政策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股本及債券投資、貸款、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
付款項、應收貸款及銀行結存及現金。管理層主要透過以下措施管理及監控
財務風險，以確保及時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

1. 銀行結存及現金、證券和債券投資均必須在具信譽的金融機構存放及進行
交易；

2. 持有的證券和債券投資在流通量及信貸評級等方面均有嚴格的要求及限制；

3. 根據會計政策或基於以往經驗預期可收回的現金流有產生虧損的可能便作
出減值；及

4. 關注匯率、利率的波動及市場趨勢，不時檢討集團經營業務的需要及對財
務狀況的影響。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中期業績。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有守則條
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要求訂立不低於
《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
守則，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所訂立之守
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
券。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的公告內容已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網站
(www.hkex.com.hk) 以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sihl.com.hk)內。另本公司將於二零
零六年九月中向各位股東寄發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有關內容屆時亦可於聯交
所及本公司網站閱覽。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蔡來興先生、蔡育天
先生、瞿定先生、呂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錢世政先生、姚方先生、唐鈞先
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嘉瑞先生、吳家瑋先生、梁伯韜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