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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司概況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集團」）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首鋼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監督之國有企業)與其主

要受控法團，NV Bekaert SA及李嘉誠基金會有限公司為首長寶佳之主要股

東。 

 

本集團主要從事下列業務： 

1. 製造子午線輪胎用鋼簾線 

2. 製造切割鋼絲及膠管鋼絲 

 

II. 價值觀架構 

 

首長寶佳的價值框架包括首長寶佳的目標及政策和準則。 

 
 

首長寶佳的目標： 

․ 本著誠信、務實、高效的原則在鋼簾線行業中打造出一個具有影響力

的「東方」品牌 

․ 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年產量 300,000噸級以上的精品鋼簾線製造企業 

․ 成為中國鋼簾線行業的三大生產商之一 

 

政策和準則 

 

首長寶佳的政策與此價值觀架構的要求一致，並透過「內部管理及監控指

引」（「監控指引」）內不同的程序丶準則和標準得以支持。我們鼓勵本集團

的所有董事及員工了解和遵守監控指引。 

 

 

 

  

目標

政策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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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首長寶佳的業務模式及策略 

 

 

 

 

 

 

 

 

 

 

 

上圖為訂立策略之業務模式流程以實現企業目標。董事會是負責發展本集團

之業務模式及訂立本集團之策略、規劃和發展以推動本集團之擴展及新的業

務機會。董事會所採取的策略將由本公司總經理及管理層展開，並按董事會

規定之風險承受能力水平以推動員工達致其特定的業務目的及財務目標。 

 

隨著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我們認為在訂立商業策略和計劃時需要審視社會

和環境議題，這將有助於企業可持續發展。受到日益關注的社會和環境議題

滲透至業務行業以及各持份者，包括但不限於供應商、員工、客戶、股東及

董事會

• 業務模式發展及訂立本集團之策略、規劃
和發展

• 審查及調整業務策略及目標以應對日益複
雜的外部環境

總經理及管理層

• 執行由董事會所採取的策略及定期審查進
展情況

• 讓員工參與及推動其達到特定的業務目的
及財務目標

各級員工

• 遵循策略和管理計劃和程序以實現業務目
標

• 協助執行業務戰略

給予 

客戶價值 

社會及環境 

裨益 

為股東取得

最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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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投資者。因此，本公司在決策、經營業務和訂立策略的過程中結合了社

會和環境因素。我們相信，透過提供優質的產品為客戶創造價值、為本公司

的股東取得最大的回報，同時為社會和環境方面作出貢獻，我們的最終使命

可實現。 

 

擁有良好的企業管治亦是一家發展成功的上巿公眾公司的最基本要素，皆因其

能提升及加強與業務有關人士之信心。為促進企業管治文化，首長寶佳已經建

立和推行了一套內部管理機制，以確保於營運時的道德標準得以適當衡量和貫

徹遵守。這份最近期的監控指引是給予本集團所有董事及員工遵守。 

 

指引內容的部份： 

A. 財務管理及監控規章制度 

B. 風險管理 

C. 經營管理 

D. 企業監控守則 

E. 遵守監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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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管理及監控規章制度 

 

第一部份：  會計管理及程序指引 (只適用於財務部人員) 

 

I. 集團財務架構 

 

集團財務實行雙軌負責及匯報制度，各核心附屬公司財務部除向各自

公司總經理負責及匯報以外，同時亦須要向首長寶佳財務部匯報。 

 

II. 集團主要會計政策 

 

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成本值或估值，扣減其殘值後，按其估

計可使用年期直線法計算折舊。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殘值定義： 

 

香港公司 - 無 

内地公司 - 成本值之 10% 

 

1.3 各類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估計可使用年期如下： 

 

固定資產類別  香港公司 內地公司 

租賃土地 ： - 按租約年期或

企業尚餘年期，

取最短者 

租賃土地及樓宇 ： 50年或租約年期，取最短者 

房屋建築 ： - 25年 

租約物業裝修 ： 5年 

傢俬、裝置及設備 ： 5年 

廠房設備及機器 ： 5年 10年 (銅分

部) 

  最高至25年 (鋼

簾線分部) 

汽車及運輸工具 ：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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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由購買月份(適用於香港公司)或購買月份的

下一個月(適用於國內公司)開始按月計提折舊。於出售/報廢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月份開始不計提折舊，並將產生的盈虧計入

利潤表。 

 

2. 存貨 (包括備件、輔料及包裝物) 

 

2.1 存貨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入賬。可變現淨值的

定義及比較方法如下： 

 

存貨種類 可變現淨值 註 

原材料 最近期同類原材

料的採購價格 

由該種原材料製造的產成品的

最近期銷售價格若高於其生產

成本，則即使最近期同類原材

料的採購價格低於成本，亦不

須計提減值準備 

在製品 相應產成品的最

近期銷售價格 

以在製品的成本乘以相應產成

品最近期的毛虧損率計算 

產成品 最近期的銷售價

格 

 

 

如出現可變現淨值低於成本的情況，應將兩者之差額計入存貨減

值準備(資產負債表項目)。比較成本及可變現淨值的原則為各種

存貨必須獨立比較，而不是以一個組合作為比較。 

 

2.2 存貨成本以加權平均法計算。 

 

2.3 產成品存貨採用實際成本法核算。 

 

2.4 (只適用於鋼簾線部及新業務部)工字輪於領用當月起按5年攤

銷、鐵托版及塑膠托版於領用當月起按3年攤銷、木托版及隔

版於領用當月起按1年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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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會計規定及流程 

 

1. 月度結賬時間表 

 

財務結算日： 每月最後一天 

 

附屬公司財務快報*發佈日 : 每月第5個工作日 

   

集團綜合財務快報*發佈日 : 每月第7個工作日 

   

附屬公司完整財務報告發佈日 : 每月第7個工作日 

   

集團完整綜合財務報告發佈日 : 每月第10個工作日 

   

向首長寶佳董事會提交全體成

員提供集團財務分析報告 

: 每月第15個工作日 

 

* 指利潤表及資產負債表 

 

2. 現金及銀行存款收支的管理及程序 

 

2.1 所有附作支付憑証的發票/繳費單/付款單必須是正本(信用卡消費

存根/持卡人收據不可界定為憑證)。(註: 如該憑証為電子發票/帳單，亦可接受。) 

 

2.2 財務部出納員在支付每一張發票/繳費單/付款單前，必須審核下列

事項： 
 

i. 附作支付憑証的發票/繳費單/付款單屬於正本； 

 

ii. 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或與該等單據連在一起的用款審批單

上有顯示該單據經已由有關部門的人員核對及部門主管/經

理/授權人士批准；如屬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付款，則

必須有該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已獲得集團內部管理及監

控指引內所規定的已審批的申請表(見附件二)； 

 

iii. 如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是因購買貨品而產生的，必須有收貨

証明，例如經倉務員或其他相關部門員工簽收的送貨單/發票

/繳費單/付款單等。如屬其他形式(例如提供服務等)則需列明

支付之原因/目的及需獲得有關部門人士審核及部門主管/經

理/授權人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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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核對以上(ii)及(iii)所提及文件的內容(即貨品名稱及數量等)

是否正確，如屬於提供服務的，確保獲得有關部門主管確認

服務經已提供；及 

 

v. 查詢是否有與貨品/服務供應商簽定任何協議/合同(如購貨

合同、租約等)，如有則財務部人員必須核對協議/合同內容

以確保發票/繳費單/付款單之支付款項正確。 

 

2.3 除支付零用現金賬的報銷或提取備用金可以開具現金支票以外，

在一般情況下開具的支票必須有抬頭人，並且必須劃線(即不可轉

讓)。 
 

   關於零用金的保管 

 

i.  各公司可以保存一定數量的零用現金以支付日常開支，而

存放的金額視乎各公司的業務規模及實際需要而定，但 

 

(a) 存放總數最高金額不可超過人民幣50,000元(或等值

之其他貨幣)；及 

 

(b) 除財務部及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管理部以外，其他部

門不應保存零用現金。 

 

ii. 香港總部之零用現金存放分兩部份： 

 

(a) 人民幣零用現金只可由財務部存放及金額為人民幣

10,000元。 

 

(b) 港幣零用現金分別由財務部和人力資源及行政部各

存放港幣5,000元及港幣10,000元。 

 

iii. 所有零用金、備用金須每 6 個月盤點一次，核對現金結餘

及未報銷之單據。 
 

2.4 取消或作廢的支票必須剪存支票上的支票號碼附於支票存根以

作記錄。 

 

2.5 所有付款必須編制支出傳票/憑証，並由會計經理/主任及財務總

監/總會計師審核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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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所有支票或其他付款申請書均必須由兩名人士(董事、總經理、副

總經理或財務總監或其他授權人士)簽署，簽署的方式及組合等可

依照各公司本身之規模及情況而定。 
 

就國內公司而言，由於國內實行蓋章制度，支票或其他付款申請

書均以蓋章(包括財務部印章、總會計師印章及法人代表/總經理

印章)而非簽署作為授權銀行辦理。視乎不同銀行的要求，付款會

以兩個或三個印章授權支付。在此情況下，此兩個或三個印章必

須最少由兩位授權人士分別保管，其中財務印章由出納員或主管

保管，而法人代表/總經理印章則視乎公司規模，由總經理辦公室

人員或管理部人員保管。保管法人代表/總經理印章的人員在蓋章

時必須審核付款申請是否經有關人士及取得該公司的總經理簽署

批准才予以蓋章，並登記相關付款資料。 

 

2.7 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於付款後必須即時進行註銷(例如在發票上註

明“已付”)，以確保不會重複付款。 
 

2.8 每月進行銀行戶口賬目及月結單的對賬工作，並編制銀行賬戶調

節表。銀行賬戶調節表必須由會計經理/財務經理審核及批准。 

 

2.9 財務總監/財務經理需做好其公司的現金流量管理，包括制定每月

/每週的滚動現金流量預算，在預計有資金缺口時準備籌資方案，

以確保公司的資金運作暢順，並將該滾動現金流量預算向該公司

總經理匯報。 
 

2A.   批准付款/繳費程序 

 

2A.1 所有發票/繳費單/付款單連同該(等)發票/繳費單/付款單相關之證

明文件應由員工核對後由該部門的上級/經理覆查。 
 

2A.2 待參與的有關部門之上級及經理覆查後，發票/繳費單/付款單(經

常發生支出的)必須轉交至參與公司的人力資源行政部的主管以

下列方式安排結帳/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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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香港總部) 

 

 由下列人士批准 

總額等於或低於港幣500,000元 副總經理(人力資源及行政) 

總額超過港幣500,000元 總經理 

 

有關人力資源及行政支出及本公司一般及正常業務之支出及經常

性支出，總額等如或低於港幣500,000元之付款，需經首長寶佳副

總經理(人力資源及行政)之事前批准及簽署。 
 

非經常性支出付款程序將按首長寶佳總經理決定。而附屬公司的

批准付款應根據於前述的第2.6項的方式付款。 

 

2A.3  支出報銷政策和程序 

 

本集團的員工，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可

能引起支出。當報銷這些支出時，應該遵守以下的報銷政策及程

序。然而，應該避免承擔高風險的支出，例如商業饋贈和招待費

用等，以確保不會為取得或保持業務而結合貪污的意圖。當牽涉

饋贈及招待時，應該遵守本公司監控指引第63頁的“禮物和招待規

定”，並填妥相關表格（見附件十和十一）。 

 

所有員工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應以負責任和專業的態

度報銷發生的款項。有關公司會向該等員工/董事報銷預先核准的

業務所產生的合理支出。若進行職務時已預付支出，申請者必須

獲得如下列所述授權人士批准，向有關公司提交支出報銷申請表

（附件二十三）及相關文件後，有關公司才會報銷該等支出。 

 

若申請者為本公司副總經理或董事以外的員工，亦應該得到其所

屬部門主管/經理的預先批准。各有關部門的主管/經理應審閱有關

申請才予以認可。申請人之後可提交支出報銷申請表（附件二十

三）及相關文件予本公司人力資源行政部主管根據以下批准渠道

安排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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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部(本公司): 

 

職位 批准者 

除本公司副總經理或董事以外的

員工 

副總經理(人力資源及行政) 

副總經理 總經理 

總經理 副總經理(人力資源及行政)及副總經理

(財務) 

 

2A.4     對於附屬公司，相關支出的報銷應遵循以下審批渠道申報： 

 

除附屬公司總經理以外的其他員工，應按其原有報銷程序報銷

支出，惟總經理應向香港總部的行政及人力資源部主管遞交有

關申請，並按照以下審批渠道報銷支出。 

 

職位 批准者 

總經理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人力資源及行政)                                                                                                                    

 

2A.5      公司信用卡的使用政策和程序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在公司經營過程中執行其職務時可以在公司

利益的前提下使用公司信用卡支付費用。若執行董事使用公司

信用卡付款，必須填寫 “公司信用卡支出明細表”（以下簡稱“明

細表”）（附件二十四）及提供相關收據，並獲得以下的授權人士

批准： 

 

職位 批准者 

除董事總經理以外的執行董事 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 

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 副總經理(人力資源及行政)及副總經理

(財務) 

 

 

所有交易或若干交易獲授權人士批准後，將已填妥的明細表並

連同相關收據須交到本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部門作備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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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銷售及應收賬款的管理及程序 

 
3.1 財務部人員在記錄銷售發票入賬前，必須有下列文件的憑証及覆

核其內容是否相符： 

 

- 銷售發票的副本； 

- 經客戶確認簽收貨品的送貨單/銷售發票副本；若屬海外銷

售則必須有海運/空運提單。 

 

3.2 財務部人員須定期(最少每月)查核發票號碼是否順序，所有違失

的發票號碼必須與銷售部門跟進。 
 

3.3 財務部人員必須查詢該項銷售有否與客戶簽署任何合同/協議，如

有則必須核對合同/協議的內容以確保發票的內容及金額無誤，亦

確保合同內有關金錢交易的條款完全執行。 

 

3.4 財務部人員在記錄credit note/紅字發票入賬前，必須查核發出 

credit note/紅字發票的原因及開出credit note/紅字發票是否已經銷

售部門主管/經理簽署批准。如屬於退貨則必須有收貨証明。 
 

3.5 銷售的應收賬款收回由銷售部門負責，財務部人員必須每月檢視

應收賬款的賬齡及回收，並與銷售部門跟進逾期應收賬款的追收

情況。 

 

3.6  財務部須定期（最少每 3個月一次）與客戶核對結餘。對於不同

客戶的核對方式如下： 

 

 於國內的非國際企業客戶 – 以直接到客戶的財務部進行對賬 

(“實地對賬”)為主，小部分客戶輔以發對賬函的形式對賬（判斷風

險比較低的客戶，每月回款正常，無逾期帳款）。但每次以實地

對賬方式核對結餘的客戶必須覆蓋此類型客戶的 80%以上及總結

餘應收賬款的 90%以上。對於判斷風險比較高/逾期帳款比較多的

客戶，應該要求每 1個月對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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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內的國際企業客戶 – 財務部直接發對賬函給客戶確認。 

 

對於國際企業客戶 – 財務部直接發對賬函給客戶確認。 

 

3.7 財務部應每季度為各個別客戶的應收賬款，特別對已逾期的應收

賬款評估其可回收性，並考慮計提壞賬撥備。鋼簾線部和新業務

的評估由上海管理公司及嘉興東方/滕州東方財務部共同進行；而

銅分部的評估則由興昌五金及首長寶佳財務部共同進行。 

 

 在評估完成後，如認為需要計提壞賬撥備或撥回的，必須先提交

建議到首長寶佳財務部審閱，在取得首長寶佳財務部的同意下方

可執行。 

 

4. 購貨及應付賬款的管理及程序 

 
4.1 財務部人員在記錄採購發票入賬前，必須有下列文件的憑証及覆

核其內容無誤： 

 

- 供應商的正本發票/繳費單/付款單； 

- 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或與該等單據連在一起的用款審批單

上有顯示該等單據經已由有關部門的人員核對及部門主管/

經理批准； 

- 收貨憑証，如入倉單或倉務員簽收的送貨單/發票/繳費單/

付款單等。 

 

4.2 財務部人員必須查詢該項購買有否與供應商簽署任何合同/協議，

如有則必須核對合同/協議的內容以確保發票的內容及金額無誤，

亦確保合同/協議內有關金錢交易的條款完全執行。 
 

4.3 如採購部門要求購貨以信用証支付，財務部人員必須確保有已經

買賣雙方簽署的購貨合同，並核對其內容。 
 

4.4  所有信用証的申請書必須由兩名人士(董事或總經理或其他授權

人士)簽署；至於内地公司則按以上「現金及銀行存款收支的管理

及程序」的第2.6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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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賬傳票的管理及程序 

 
5.1 所有轉賬傳票的編制必須附有原因及憑証。 

 

5.2 所有轉賬傳票必須經會計經理/財務經理審核批准。 

 

6. 物業、廠房及設備與折舊的管理及程序 

 
6.1 物業、廠房及設備定義 

 

物業、廠房及設備是指： 

 

- 該物品是用於業務經營，出租或作行政管理用途； 

-  該物品的預期使用期限超過一年；及 

- 該物品的購買成本超過等值港幣6,000元(香港)或等值人民

幣2,000元(國內)，以每件計算。 
 

所有物品的購買如未能滿足所有上述要求則必須即時撥充為費用

或成本，於利潤表內扣除。但若有關的會計準則容許予以攤銷，則

可選擇根據有關會計準則於利潤表內攤銷。 
 

6.2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更新/改造/出售/報廢 

 

 財務部人員必須查核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更新/改造/出售/報

廢是否經已取得並符合此指引《第三部份I.物業、廠房及設備》內

所列示的審批權限，否則應要求中止有關購買/更新/改造/出售/報

廢，直至取得有關批准。 

 

6.3 財務部及人力資源及行政部/管理部須確保公司保存物業、廠房及

設備名冊，內容包括每項固定資產的位置、購買日期、折舊年率、

購買成本、累計折舊及淨值(財務部負責編制該等名冊後給予人力

資源及行政部/管理部保存)。格式參考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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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由購買月份或購買月份的下一個月(適用

於國內公司)開始按月計提。於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月份不計

提折舊。 
 

6.5 財務部人員在記錄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入賬(包括會計賬及物業、

廠房及設備名冊)前必須確保有以下憑証： 
 

- 已經批核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申請表 (見附件二) 

- 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正本(購買) 

- 收款憑証(出售) 

- 合同 (如有) 

- 收貨証明(購買) 

 

 

6.6 財務部及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管理部應定期(最少半年一次)共同對

物業、廠房及設備名冊內的資產進行抽查盤點，以確定物業、廠

房及設備的存在。 

 

 

7.  資產負債表項目檢查 

 

7.1 財務部於每半年末對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進行檢視，特別是檢討

各項資產是否存在減值的情況，並考慮計提資產減值撥備或撥回。

計提資產減值撥備或撥回的建議需提交首長寶佳財務部審批同意

才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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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對附屬公司的監控 

 
首長寶佳對附屬公司執行的監控工作如下： 

 

1. 提交報告 

 

 所有附屬公司必須按時提交定期報告如下： 

 

每天 ： 上一個工作天的資金日報表 

每週二 ： 每週現金流量報表 

每月第5個工作日 ： 
月度財務報告，包括利潤表、資產負債表及明細

分析 

每年12月 
： 
下年度預算案，包括經營計劃、利潤預算及現金

流量預算 

 

此外，銀行賬戶的開立及取消或有任何變更必須盡快通知首長寶佳財務部

及公司秘書部。財務部也應盡早通知首長寶佳公司秘書部任何銀行帳戶之

主動變更。 

 

2. 首長寶佳財務部的監控工作： 
 

i. 審閱每週現金流量報表，並在需要時提出意見。 

 

ii. 對每月財務報告進行審閱及分析，並 (i) 對任何不尋常或大幅波

動的情況提出質詢，並要求解釋；(ii) 跟進逾期應收賬款追收情況；

及 (iii) 在需要時提出意見。 

 

iii. 每季度到國內附屬公司進行實地內部審核，並提交報告。 

 

iv. 覆核及審閱年度預算案及其修訂，包括其編制的基準及假設是否

合理，並與實際結果進行比較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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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内部管理及工作指引 (所有員工適用) 

 

I. 固定資產 

 

A. 定義 

 

1. 物業、廠房及設備是指： 

- 該物品是用於業務經營，出租或作行政管理用途； 

-  該物品的預期使用期限超過一年；及 

-  該物品的購買成本超過等值港幣6,000元(香港)或等值人民幣2,000

元(國內)，以每件計算。 

 

2. 物業、廠房及設備分類為生產用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非生產用物業、廠

房及設備，定義如下： 

 

2.1 生產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 所有直接用於產品製造及相關材料的

運輸物流的設備及工具，包括： 

 

i. 以建設生產廠房為目的而購買的永久業權土地； 

ii. 用於生產的廠房及物業(包括生產車間、倉庫、實驗室及研發

中心)及配套的公用設施； 

iii. 生產車間、倉庫、實驗室及研發中心的裝修； 

iv. 主要為生產車間及倉庫配套的公用設施； 

v. 用於生產、產品檢測及包裝的機器、設備及儀器；及 

vi. 用於運送生產材料的車輛及運輸工具等。 

 

2.2 非生產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 所有非直接用於產品製造及相關材

料的運輸物流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 

 

i. 以建設生產廠房以外的其他目的(例如興建商住物業作為

辦公室或出租用途)而購買的永久業權土地； 

ii. 非用於生產的物業(包括於已購買土地使用權上興建的非

用於生產的建築物及其他商住物業)； 

iii. 生產車間、倉庫、實驗室及研發中心內並非用於生產、產品

檢測及包裝的機器、設備及儀器； 

iv. 辦公室(包括所有部門)、食堂、職工宿舍及休閒設施的裝修； 

v. 辦公室(包括所有部門) 内的文儀工具、傢俱及設備； 

vi. 非用於運送生產材料的車輛；及 

vii. 員工隨身使用的筆記本電腦、電子智能工具及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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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形資產包括土地使用權、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及商譽等。 

 

 

B. 規定 

 

1. 員工購買的物品如符合上述 «定義» 第1點的所有條件，有關員工必須填

寫「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申請表」(附件二)，提交予其部門主管根據以

下第2點所述審批權逐級批准。 

 

2. 申請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具體審批權如下(經已列入年度預算或擴產

計劃預算等方式書面批准通過的計劃除外，詳細請閱註(1))： 

 

(a) 生產用固定資產 

  

(i) 嘉興東方及滕州東方 

   

金額 

財
務
主
管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人
力
資

源
及
行
政)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RMB100,000或以下 * *      

RMB100,001 – 3,000,000 * * * * *   

RMB3,000,001 –等值 

HK$10,000,000* 
* * * * * *  

超過等值HK$10,000,000* * * * * * * * 

 

* 國內公司以申請當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  上表中的限額為; 

 (1) 購買固定資產以每一件計算, 

   (2) 工程 (包括廠房設備大維修) 以每一個一項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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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興昌五金及興銅五金 

 

金額 

財
務
主
管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人
力
資

源
及
行
政)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等值HK$100,000或以下 * *      

等 值 HK$100,001 – 

1,000,000 
* * * *    

等值HK$1,000,001 –

10,000,000 
* * * * * *  

超過等值HK$10,000,000  * * * * * * * 

 

註： 興銅五金以申請當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b) 非生產用固定資產 
 

(i) 香港總部 

 

金額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人
力
資

源
及
行
政)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HK$200,000或以下 *    

HK$200,001 – 1,000,000 * *   

HK$1,000,001 – 5,000,000 * * *  

超過HK$5,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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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所有附屬公司 

 

金額 

行
政
部/

管
理
部
主
管 

財
務
主
管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人
力
資
源
及

行
政)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等值HK$50,000*或以下 * * *      

等值HK$50,001 – 

500,000 
* * * * *    

等值HK$500,001 – 

HK$10,000,000* 
* * * * * * *  

超過等值 

HK$10,000,000* 
* * * * * * * * 

 

* 國內公司以申請當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3. 由申請人填寫「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申請表」(附件二)，說明擬購買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詳細資料及購買的原因。關於購買生產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申請，必須提交財務部進行安排審批；至於非生產用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申請，則必須提交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部進行安排審批。 

 

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出售或報廢亦同樣需要填寫「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

申請表」(附件二)，並按以上B段《規定》第2點的審批權限金額(以出售/報

廢時的資產淨值計算)進行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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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申請表」(附件二)獲得批准及完成執行後，正本存

放在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部或中央檔案室，一份影印本必須存放在財務部。

而要涉及須要首長寶佳審批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處理，必須抄送一份給首長

寶佳的人力資源及行政部以及財務部。 

 

6. 關於無形資產的購買、出售或報廢，，必須由各附屬公司的總經理提交申

請報告予首長寶佳進行審批。申請報告内容必須包括無形資產的類形、金

額、原因及購買能為公司或集團帶來的經濟效益等。首長寶佳的具體審批

權如下： 

 

金額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人
力
資
源
及
行
政)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等值HK1,000,000或以下 * * *   

等值HK$1,000,001 –10,000,000 * * * *  

超過等值HK$10,000,000 * * * * * 

 

* 國內公司以申請當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註： 

 

(1) 若公司董事會或首長寶佳投資及管理委員會或首長寶佳董事會(按金

額規模而定)經已以其他方式(例如年度預算或擴產計劃預算)獲得書面

批准通過購買或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計劃，則該附屬公司的總經

理或有關授權人士可以在獲該書面批准的購買或出售金額範圍內全權

批准及處理該等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或出售，並由首長寶佳財務

部監察執行情況。但是，任何超出預算批准金額以外的採購或出售仍

須按上述《規定》第2點進行審批。 

 

(2)  倘上述《規定》第2點所設定的審批權限與各附屬公司的章程有所衝

突，應按較嚴格的審批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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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關連人士(根據香港上巿規則不時所賦予之涵義)進行的購買或出

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或/及無形資產的交易，由於可能構成本公司之

關連交易，故不論涉及購買或出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金額的多

少，亦必須先得到首長寶佳(包括各職能部門)之書面批准及按首長寶

佳所安排的程序購買或出售。 

 

一般情況下，關連人士（適用於首長寶佳及其附屬公司）包括： 

 

(1) 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

要股東； 

 

(2) 過去 12 個月曾任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事的人

士； 

 

(3) （適用於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是個人）配偶；其

本人（或其配偶）未滿18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繼子

女（各稱「直系家屬」）； 

 

(4) （適用於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是個人）以其本

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

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

人（「受託人」）； 

 

(5) （適用於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是個人）其本人、

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

的 30%受控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6) （適用於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是個人）與其同

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母、

兄弟、繼兄弟、姊妹或繼姊妹（各稱「家屬」）； 

 

(7) （適用於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是個人）由家屬

（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其

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持有佔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指一名

持有該公司權益的人士可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50%以上的表決權，或可控制董事會大部分成員的組成的

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8) （適用於大股東是一個法人團體）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

司，或該控股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9) （適用於大股東是一個法人團體）以該公司為受益人（或



  22 

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

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受託人」）； 

 

(10) （適用於大股東是一個法人團體）該公司、其附屬公司或
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及╱或受託人
（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30%受控公司，或該30%

受控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11) 聯交所有權將任何人士視作關連人士（視作關連人士）； 

 

(12) 視作關連人士包括該人士已進行或擬進行與上市發行人

集團進行一項交易及就上述(1)及(2)所提及之關連人士達

成協議、安排、諒解或承諾（不論正式或非正式，亦不

論明示或默示）；  

 

(13) 視作關連人士亦包括該人士是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過去12個月曾任
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事的人士的配偶父母、子
女的配偶、兄弟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孫及外孫、父母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堂兄弟
姊妹、表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的子女（各稱「親屬」）；
及 

 

(14) 由親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親屬連同上市
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
東或過去十二個月曾任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
事的人士、受託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家屬共同持有的佔
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或該佔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旗下任何附
屬公司及該人士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聯繫，令聯交所認為建
議交易應受關連交易規則所規管。 

 

# 簡單而言，即包括首長寶佳的主要股東，首鋼集團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及貝卡爾特；集團公司董事會所有董事會成員

及附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嘉興東方、滕州東方、興昌五金、

興銅五金、首長寶佳上海、巍華國際) 之所有董事、最高行政

人員。 

 

(15) 利益衝突 

 

為避免利益衝突，以下人士與集團各公司進行購買或出售固

定資產或/及無形資產的交易，不論涉及金額多少，亦必須先

得首長寶佳之批准及按首長寶佳所安排程序才可進行購買或

出售： 

 

- 集團所有企業之總經理及首長寶佳副總經理級別以上人

員及其關連人士(上述(1)至(14)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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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及 14.08 條規定，當發行人(即首長寶佳及

/或其附屬公司)作出任何購買或出售資產交易而計算所得的交易分

類及相關百分比率高於5%，本公司須受制於披露及批核有關之交易。

因此，如該等購買或出售之資產，應獲得首長寶佳內所授權人士之

優先批核。倘若對上述百份比的計算方法有任何疑問，在擬出售固

定資產前請先徵詢首長寶佳財務部。 

 

上述授予各附屬公司總經理的權限為首長寶佳的最低審批標準要求，不同附屬

公司可根據本身的情況，在其總經理的權限內設定更嚴格的審批要求，例如增

加總工程師/副總經理(生產)的批准等。如遇人員審批權限不清楚，可先向首長

寶佳人力資源及行政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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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銷售及應收賬款 

 

1. 放賬政策 

 

1.1 賬期 (鋼簾線部、新業務部及銅業務部) 

 

附屬公司應根據其行業的慣例訂立銷售放賬政策。但在正常情況

下，給予客戶的賬期最長不可多於90天，超過90天賬期的申請，

不論信貸額度的多少，亦必須提供合理的理據及連同如以下「客

戶信貸批核及檔案管理」第2.4所要求的客戶信用調查報告，並交

首長寶佳財務部安排批准。 

 

1.2 信貸額度 

 

所有客戶必須設定授信金額的上限，上限金額先由財務部核實，

後由以下人士批核： 

 

i. 銅業務部 (興昌五金及興銅五金) 

 

金額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等值HK$500,000或以下 *    
 

等值HK$500,001 – 1,000,000 * *    

等值HK$1,000,001 – 3,000,000 * * *   

等值HK$ 3,000,001 –10,000,000 * * * *  

超過等值HK$10,000,000* * * * * * 

    

   * 國內公司以申請當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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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鋼簾線部  

 

金額 

銷
售
總
監 

工
廠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RMB5,000,000或以下 * *    
 

RMB5,000,001 – 10,000,000 * * * *  
 

RMB10,000,001 – 50,000,000 * * * * * 
 

超過RMB50,000,000 * * * * * * 

 

iii. 新業務部  

 

金額 

新
業
務
總
監 

工
廠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投
資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RMB500,000或以下 * *     

RMB500,001 – 1,000,000 * * *    

RMB1,000,001 – 5,000,000 * * * *   

RMB5,000,001 – 10,000,000 * * * * *  

超過RMB10,000,000 * * * * * * 

 

  註： 如有兩個或以上的客戶屬於同一集團的成員，則信貸額度將授予

該「集團」，由該集團的客戶成員共同享用。但如該集團客戶的銷

售包括國內及出口，則國內及出口的信貸額度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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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正常情形下，對新客戶的銷售賬期不超過兩個月，授信額度不

超過三個月的含税銷售額。 

 

2. 客戶信貸批核及檔案管理 

 

2.1 附屬公司在接受新客戶前必須進行背景資料調查，向客戶索取基

本資料並填寫「客戶信貸及賬期申請批核表」，建議內容請參考

附件三。此外，亦應向香港公司註冊處或商業登記處或國內工商

行政管理部門查閱客戶的有效註冊成立証明文件及營業執照。 

 

2.2 銷售人員必須為所有已接受的客戶填寫「客戶信貸及賬期申請批

核表」（參考格或見附件三），並根據上述1.2的審批權限交有關

授權人士批核。如屬貨到付款方式只需填申請表第一部份－客戶

資料，各有關人士批核後將副本交財務部及檔案室記錄及存檔。 

 

2.3 附屬公司須為各客戶建立檔案，檔案內容包括最近期的客戶信貸

及賬期申請批核表。而隨後客戶資料如有變更應填寫「客戶資料

變動表」（參考格式見附件四），並將該填妥之變動表交予財務

部/檔案室記錄及存檔。 

 

2.4 如需要增加客戶的信貸額度及/或賬期至90天以上，而其建議新

信貸限額達到需要由子公司的總經理及首長寶佳董事批准者，銷

售部人員必須提供獨立信貸評估公司提供的客戶信用調查資料/

評級報告或類似的獨立資料，以作為批核之基準。 

 

2.5 客戶授信由財務部管理，所有發貨通知單在發貨前必須交由財務

部覆核是否有出現超授信額度或逾期應收賬款情況。如發現有超

授信額度或逾期應收賬款，物流部/倉務部應及時通知相關客戶

經理/銷售人員；如確實需要超授信額度發貨，由客戶經理/銷售

人員填寫申請表(附件三)，發送給財務部，根據相關許可權進行

審批。如需要增加信貸額度或增加臨時信貸額度，請按以上第1

段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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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收銷售訂單 

 

3.1 所有銷售必須具有客戶授權人士蓋章及/或授權簽字的書面訂購

單。但是，如銷售金額低於人民幣500,000元並屬於短期內須要付

運的訂單（即貨物需於3天內交貨）的，可容許不具有書面方式的

訂購單，但銷售人員須將通過電話以口頭訂購的資料記錄並存檔。 

 

3.2 所有收到的客戶訂購單，不論同意與否，必須確認回覆。而已回

覆同意的客戶訂購單必須適當地記錄及以電腦或其他可供審閱

的方式(該等方式能確認客戶之訂購單於發貨及開具銷售發票後

正式完成)作存檔，以確保所有已確認同意的客戶訂購獲得適當

處理。 

 

4. 發貨及開具銷售發票 

 

4.1 所有發貨必須具備送貨單據，送貨員必須要求客戶以簽字/蓋公

司印確認簽收。如屬出口，則必須取回船運公司的貨運提單。 

 

4.2 所有銷售必須按照銷售條款在發貨後儘快開具銷售發票。各附屬

公司應建立一個有效的系統（如電腦系統或登記簿）以確保所有

發貨已開具銷售發票，而負責人員須要定期查核是否所有經客戶

確認的發貨單經已開具銷售發票。 

 

5. 應收賬款管理 

 

5.1 各附屬公司的應收賬款追收工作應由銷售部負責。銷售部有關

人員應根據賬期向客戶追收應收賬款。 

 

5.2 銷售部每年制定客戶拜訪計劃。區域經理、或是銷售總監或副總

監等管理人員必須定期（最少 3個月一次）拜訪客戶，並提交拜

訪報告於香港總部。 

 

5.3 各附屬公司須每月向首長寶佳財務部匯報所有逾期應收賬款的

情況及跟進之工作(格式請參考附件五)。銷售部門應該因應個別

情況而採取適當行動，其中包括交由合法的專業追數公司跟進或

採取法律行動(如採取法律行動，請按首長寶佳於2012年9月5日

頒布的提出訴訟程序進行)，以收回逾期應收賬款，及避免壞賬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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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鋼簾線及新業務部的客戶信貸管理 

 

6.1 客戶分類 

 

6.1.1 客戶將以 8 個指標 – 1. 品牌,  2. 規模, 3. 銷售集中度

風險, 4. 毛利率, 5. 平均回款天數（DSO）, 6. 逾期天數, 

7. 逾期额, 及 8. 包裝物回收率的綜合評分計算並分類

為 ABCD四類客戶。銷售應該集中於 AB類客戶。各指

標的評分權重如下： 

 

指標 權重 

1．品牌 15% 

2．規模 10% 

3．銷售風險集中度 10% 

4．毛利率 25% 

5．平均回款天數 (DSO) 20% 

6．逾期天數  5% 

7．逾期額 5% 

8．包裝物回收率 10% 

合計 100% 

 

客戶類別 權重 

A類 85 % - 100% 

B類 70% - 84% 

C類 60% - 69% 

D類 0% - 59% 

 

6.1.2 與本公司及/或各附属公司合作時間少於 6個月的客戶，

或在本輪評級結束後新開發的客戶，均歸入為N類客戶。

此類客戶於下一輪評級階段根據 6.1.1進行評分並分類，

及附公司查冊資料及/或信貸評估報告等。 

 

6.1.3 客戶評級每年審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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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超授信額度及逾期款的銷售管理 

 

6.2.1 如客戶的應收帳款出現逾期或已超出授信額度而銷售人員

提出要發貨，客戶經理可以填寫《超授信額度發貨申請表》

（附件二十二）申請發貨，《超授信額度發貨申請表》發送

給上海銷售部，由上海銷售部提交以下人士批准： 

 

 

 銷
售
總
監 

/ 

新
業
務
部

總
監 

工
廠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5%以下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5% - 10%以下 *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10% - 15%以下 * * *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15% - 20% * * * * * 

 

備註： 

 

1. 所有逾期或超額度發貨，工廠財務部必須向香港總部財

務部備案。 

 

2. 當逾期款佔總應收帳款的百分比(PD%)大於 20%時，即

時停供，銷售總監於 7天內提交客戶訪問報告於香港總

部，香港總部內部討論處理方案。如要向客戶採取法律

行動(如採取法律行動，請按首長寶佳於 2012年 9月 5

日頒布的提出訴訟程序進行)，程式參照上述 5.3 部進

行。 

 

3. 新業務部客戶的銷售管理請按以下 6.2.2中規定的程序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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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如客戶的應收帳款出現逾期或已超出授信額度而銷售人員

提出要發貨，客戶經理可以填寫《超授信額度發貨申請表- 

新業務部》（附件二十二 a）申請發貨，《超授信額度發貨申

請表- 新業務部》發送給上海銷售部，由上海銷售部提交以

下人士批准： 

 

 銷
售
總
監 

/ 

新
業
務
部

總
監 

工
廠
總
經
理 

首
長
寶
佳
財
務
總
監 

首
長
寶
佳
副
總
經
理

(

財
務) 

首
長
寶
佳
總
經
理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100,000或以下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100,001 – 200,000 *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200,001 – 300,000 * * * *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300,000以上 * * * * * 

 

備註： 

 

1. 所有逾期或超額度發貨，工廠財務部必須向香港總部財

務部備案。 

 

2. 當逾期款佔總應收帳款的百分比(PD%)大於 50%時，即

時停供，銷售總監於 7天內提交客戶訪問報告於香港總

部，香港總部內部討論處理方案。如要向客戶採取法律

行動(如採取法律行動，請按首長寶佳於 2012年 9月 5

日頒布的提出訴訟程序進行)，程式參照上述 5.3 部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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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客戶(適用於所有分部)放帳管理 

 

6.3.1  在接受新客戶的銷售訂單前，必須對該客戶類型進行評分。

評分採用以上 6.1.1 部所述的「客戶分類評分辦法」的分

數評定為ABCD 類。對於新客戶採用的指標及權重如下： 

 

 

指標 權重 

1．品牌 25% 

2．規模 25% 

3．鄧白氏風險預警評分* 30% 

4．銷售總監/新業務部總監意見 20% 

合計 100% 

 

* 鄧白氏的風險預警評分分三個風險區段，各風險區的得

分如下：低風險區 – 100%，中等風險區 – 50%，高風險

區 – 0% 

 

6.3.2  新客戶按類型而授予的信貸額度如下： 

 

 

客戶

類別 

放帳政策 帳期 信貸額度 

A類 授予帳期 90天 人民幣 5,000,000元 

B類 授予帳期 90天 人民幣 5,000,000 元 

C類 貨到付款 不適用 不適用 

D類 貨到付款 不適用 不適用 

 

對於 C，D類客戶，銷售人員可以於第一批銷售的 3個月後

根據客戶回款情況而提出信貸額度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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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客戶/供應商資料變更管理制度 

 

      6.4.1  本制度適用於所有國内附屬公司。任何客戶及供應商變更應

有適當的監控，以盡量減低因他的擁有人/受益人發生轉變而

產生的業務風險。為了達到此目的，已設立一個有關監控及

記錄變更的標準程序。 

 

 

6.4.2  客戶/供應商變更指銷售客戶或採購客戶因改名、增資、減資、

合併、分立、轉讓等原因，改變客戶，即立約人身份或其實

益人/擁有人身份，繼而引起本集團的業務和債權、債務關係

變更或轉移。 

 

6.4.3  客戶變更 

 

      (i)  銷售人員接到客戶變更通知後，應詳細了解該客戶變更

的原因及背景及以肯定該客戶的可信性及變更後的償

債能力，銷售人員應填寫《客戶/供應商資料變更表格》

（“變更表格”）（附件二十九）的 A部分，附客戶變更證

明文件（蓋章）、客戶變更後營業執照複印件（蓋章）和

《確認/重申變更權益/義務/責任/債務協議》（“該協議”），

而該協議應由上海管理財務部審核或擬訂，並報集團公

司秘書部審批。 

 

      (ii) 當所有有關文件齊全後，銷售經理須簽字確認表格内容

所述無誤。隨後，變更表格連同有關文件應交回上海管

理財務部作審核，最終由銷售總監/新業務部總監批准。

固如有訴訟，將由相關工廠起訴，變更文件正本由工廠

存檔，副本存於上海管理公司。 

 

      (iii) 嘉興東方/滕州東方財務部應根據審批後的變更表格、該

協議、客戶變更後營業執照複印件和客戶變更證明文件

更新賬務。銷售管理部或 ERP管理員亦應憑審批後的變

更表格更新 ERP 中客戶信息，並通知該公司的 ESG 系

統負責人員有關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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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供應商變更 

 

                (i)  採購人員接到供應商變更通知後，應詳細了解該供應商
變更的原因及背景及以肯定該供應商的可信性及變更後
的經營及付貨能力，採購人員應填寫《客戶/供應商資料
變更表格》（“變更表格”）（附件二十九）的 B 部分，附
供應商變更證明文件（蓋章）、供應商變更後營業執照複
印件（蓋章）和《確認/重申變更權益/義務/責任/債務協
議》（“該協議”），而該協議應由嘉興東方或滕州東方財務
部審核或擬訂，並報集團公司秘書部審批。 

 

      (ii) 當所有有關文件齊全後，採購經理須簽字確認表格内容

所述無誤。隨後，變更表格連同有關文件應交回嘉興東

方或滕州東方財務部作審核和批准。 

 

      (iii) 嘉興東方/滕州東方財務部應根據審批後的變更表格、該

協議、供應商變更後營業執照複印件和供應商變更證明

文件更新賬務。採購部或 ERP管理員亦應憑審批後的變

更表格更新 ERP 中供應商信息，並通知該公司的 ESG

系統負責人員有關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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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原材料採購及接收 

 

1. 原材料必須從已經由總經理及/或供應部/採購部的部門主管核准的供應

商採購。向新開發供應商採購少量原材料作為試驗等目的則除外，但在

有關試驗獲得通過後，該供應商必須經由總經理及/或供應部/採購部的

部門主管批准成為核准供應商，方可向其進行常規採購。 

 

2. 採購的數量應以原材料的存貨量不多於 2個月的銷售量作為依據，因此

採購部/供應部應以計劃採購時的存貨量及未來兩個月的銷售預算決定

採購數量；如任何附屬公司的管理層預算在未來一年內有需要存多於 2

個月的原材料存貨，必須提供充足及合理的理據並作出適當的書面記錄；

但假如預算長期(即一年或以上)要存多於 2 個月的原材料存貨，則必須

提交書面報告予首長寶佳副總經理(財務)審批。 

 

3. 公司的採購部/供應部在每次進行採購同一種或相類似規格的原材料時

應向兩名或以上供應商查詢價格，除價格外，產品質量等因素也須作為

採購的考慮及因素。 

 

4. 大額的原材料採購(指金額等值港幣 300,000 元或以上)必須與供應商簽

訂採購合同。而所有採購應具備採購訂單。採購合同及採購訂單必須有

公司蓋章及由有關負責人簽署。 

 

5. 倉務員在收取供應商送貨時必須核對供應部/採購部提供的訂貨資料（如

採購訂單）及所收取貨品是否相符，並必須簽收確認。 

 

IV. 存貨 

 

1. 在一般情況下，原材料及在製品的存貨量合計不應多於兩個月的銷售量，

而產成品的存貨量同樣不應多於兩個月的銷售量。 

 

2. 各公司必須最少每三个月進行一次全面存貨盤點，而每次盤點必須有財

務部人員參與。實際盤點數量須與存貨記錄作比較，當實際盤點數量與

存貨記錄有重大差異時，須進行有關分析，並於稍後提交報告予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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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的程序包括： 

• 了解特定對沖的目標;； 

• 識別實現或不實現的目標的相關風險； 

• 評估風險的可能性和潛在影響； 

• 採取適當的措施或安排以解決識別的風險；和 

• 監控風險以確保它們在受控制的範圍內。 

 

風險影響業務許多方面，如決策，營運，財務，技術和環境。內部監控是處

理風險的主要方法之一。為了控制和減低經營一般業務中可能出現的風險，

風險管理重要在能減低突發事件妨礙公司實現目標的可能性。董事會必須決

定可接受和可容忍商業風險的類型和程度，力求令風險達至可控制的水平之

內，或甚至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董事會的目標如下： 

 

一. 透過增加各業務的毛利率和減少損失和生產成本以增加盈利 

二. 保持集團強大的現金流 

三. 提升產品質量 

四. 為各業務分部尋找新的客戶和拓展市場 

五. 完全符合法律，守則規章和財務報告的要求 

 

以下是可以採取降低風險目的的一些措施： 

 

I. 對沖政策 

 

1. 需要進行對沖的背景及原因 

 

1.1  原材料成本的波動 

 

集團的兩項主要業務：(i) 製造鋼簾線；及(ii) 銅及黃銅材料加工及

貿易業務的主要原材料成本均會受到市場供求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

波動，對各項業務的利潤可能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分別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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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製造鋼簾線業務 

製造鋼簾線的主要原材料為直徑 5.5mm的盤條，盤條成本佔

鋼簾線生產成本約 50%-60%，但鋼簾線的銷售價格受市場主

導，盤條成本上漲未必能夠轉嫁給客戶，因此盤條成本的上

升將導致利潤下降。 

 

1.1.2 銅及黃銅材料加工及貿易業務 

集團銅部門銷售的銅材料，包括黃銅、磷銅及紅銅等含銅量

最少達 65%，因此其採購價及售價均以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電

解銅價格作為主要參考。由於存貨期一般為 2個月，集團銅

部門將要承受在買入及出售期間銅價可能下跌而造成利潤下

降的風險。 

 

1.2 利息成本 

 

除以資本及內部資金以外，集團可以動用外部貸款作為擴充業務或

開展新業務的部份融資 (惟必須符合負債比率不超過 60%的原則)。

這些用以融資的貸款一般屬於中/長期貸款，年期在一年以上，及一

般以浮動息率(主要以銀行同業拆息為基準) 及/或固定息率計息，在

利率上漲的情況下會令集團的利息成本上升，增加財務風險。 

 

1.3 外匯收入及支出 

 

1.3.1 集團兩項業務的進口原材料採購主要以美元結算，但銷售則

以港元或人民幣為主，因此美元匯率的浮動會對集團利潤構

成直接影響； 

 

1.3.2 銀行或其他外部貸款的貨幣應儘可能與有關附屬公司的收入

貨幣相同，但是如有某些情況導致不可行或以其他貨幣借貸

對集團整體較為有利，則可以選擇以其他貨幣進行借貸。而

在此情況下，其貨幣的變動會對集團利潤構成影響；及 

 

1.3.3 兩項業務的產能擴充計劃或新開發業務的生產設備有可能需

要由國外購入，並以外幣結算。而該等設備的交貨期可能長

達數個月至一年，期間匯率的變動對該設備的成本有直接影

響。 



  37 

1.4   經營，貸款和報告的貨幣差異 

 

     本集團持有的業務及大部分資產均以人民幣計值，而未償還的大額

借貸以港元計值，而首長寶佳的匯報貨幣亦以港元計值。貨幣波動導

致外幣匯兌收益或虧損被記錄入會計帳內。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任何

變動都將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上述為現時已確立對集團的利潤及財務狀況有較大影響及可予以對沖的

風險項目。但是，由於現時主要的商品/金屬交易所均無鋼材的期貨交易，

亦無製造鋼材的主要材料 – 鐵或鐵礦的期貨交易，因此現時的對沖政策

暫不包括鋼簾線業務，但集團管理層須要定期對集團的風險項目重新檢視

及檢討，及密切注視市場有否新產品的推出，可為集團提供新的對沖渠道。 

 

2. 對沖目的及目標 

 

2.1 對沖活動並非以獲利為目的，而是在利率、匯率或金屬材料價格呈

現大幅波動或預期未來一段時間會出現單向走勢，而該單向走勢對

本集團資產或負債或已承諾的未來現金流量可能構成不利影響時，

執行對沖以達致以下目的： 
 

(i) 減低或鎖定成本；或 

(ii) 減少該等預期波幅/走勢逆轉造成資產值的下降或負債的上升

的影響；或 

(iii) 減少對已承諾的未來現金流入/流出的減少或增加的影響；或 

(iv) 減少匯兌虧損對本集團財務業績的影響。 
 

2.2 在執行上為保持彈性，不擬設立任何硬性的對沖指標金額或百份比 

，惟負責操作的人員應按照不同情況作出決定。對沖活動的總體目

標是減少利率、匯率及原材料價格波動對集團的利潤及財務狀況可

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3. 操作授權 

 

3.1 首長寶佳董事會授予其總經理執行對沖活動，而總經理則授權分管

財務的副總經理、財務總監及有關首長寶佳子公司的總經理在其監

督下，在有需要及認為時間合適時，並在首長寶佳董事會同意的框

架範圍內為符合上述目的及目標執行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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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長寶佳及其子公司的對沖活動的準則及框架  

 

4.1 目的及目標：見上述第二節 

 

4.2 獲授權執行對沖活動的人員包括： 

 

(i) 首長寶佳副總經理 (財務); 

(ii) 首長寶佳財務總監；及 

(iii) 集團子公司總經理(如適用) 

 

備註：為確認與對沖活動有關的對沖交易/銀行營運賬戶，任何兩

名獲授權人士包括： 

(i) 首長寶佳總經理 

(ii) 首長寶佳副總經理 (財務) 

(iii) 首長寶佳副總經理 (行政及人力資源) 

 

4.3 可以容許進行對沖的對象限於： 

 

(i) 中長期的貸款利息支出，指還款期在半年以上的及已提取或

已承諾的貸款，並於未來一段時間須要支付的貸款利息支

出； 

(ii) 外幣收入或支出，指已承諾或在日常業務經營中於未來一段

時間將會收取或支付的外幣；及 

(iii) 銅及黃銅材料業務的存貨(包括已簽署並已鎖定價格的購貨合

同)。 

(iv) 本集團以不同貨幣計值的資產和負債而產生的外幣匯兌虧

損。 

 
 

4.4 容許使用的對沖工具： 

 

(i) 利率 – 於公開市場交易的利率期貨合約，或由金融機構*提供

的結構性產品合約 

(ii) 匯率 – 由金融機構*提供的遠期外匯合約或結構性產品合約 

(iii) 銅 – 於公開市場交易的期貨合約或由金融機構*提供的結構

性產品合約 

 
* 其信貸評級不低於標準普爾的 BBB級或穆迪投資的 Ba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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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容許對沖的比率： 

 

(i) 對沖比率指有關合約(單一或合併計算)所對沖的金額或數量

佔對沖對象於對沖當日的金額或數量的百份比；及 

 

(ii) 授權人士在考慮實際情況及/或經過諮詢專業人士的情況下

自行決定對沖比率，並不時進行檢討及相應調整。但在任何

情況下，對沖比率不能超過 100% (即不容許投機性對沖)。 

 

4.6 限定虧損機制： 

 

(i) 在公開市場交易的期貨產品而言 – 當單一未平倉合約的市

價低於買入價的 10%的情况下；及 

 

(ii) 與金融機構的結構性產品合約而言 – 當該結構性產品合約

指向的產品的市價低於成本價的 10%的情况下， 

 

授權人士必須即時與首長寶佳有關管理層(包括但不限於分管財務

的副總經理)進行商討，對繼續持有或進行平倉等的進一步行動尋求

指示及達成共識。 

 

4.7 在上述準則及框架內有關授權人士須定期(最少每月)檢討是否須要

進行對沖。建議釐定的參考如下： 

 

 4.7.1 利率及匯率 

 

(i) 利率/匯率的期貨價；及 

(ii) 市場專業人士對利率/匯率的未來走勢的分析和預期。 

 

4.7.2 銅 – 存貨的平均成本與倫敦金屬交易所的 3 個月期銅價的

比較。 

 

以上準則只作參考，最終應由授權人士綜合分析作出判斷。 

 

  



  40 

5. 對沖活動的操作額度 

 

5.1 利率及匯率 – 由首長寶佳財務總監或集團子公司總經理提出建議

執行，但必須預先獲首長寶佳副總經理批准同意。 

 

5.2   銅存貨 – 由集團銅業分部總經理提出建議，並按下列數量級別執       

行： 

 

    合同噸數*    審批要求 

 

        100噸或以下：   集團銅業分部總經理自行決定執行 

    101噸 – 250噸：  由首長寶佳財務總監書面審批同意 

       251噸 – 500噸：  由首長寶佳副總經理(財務)書面審批同意 

    500噸以上：   由首長寶佳總經理書面審批同意 

 

    *  包括仍然持有尚未結算的合約 

 

6. 執行對沖活動的程序 

 

6.1 進行對沖活動的原因及評估 

 

擬進行對沖活動前須要作出有關評估，包括評估有關對沖對象的未

來走勢會對利潤或現金流量構成負面影響，及對未來一段時間(例如

一年)進行敏感性測試。 

 

6.2 進行對沖活動的金融機構的篩選 

 

一般的利率或匯率的對沖會直接與金融機構以協定條款方式成立

期貨合約或結構性產品合約，在結算時會存在該金融機構的交收風

險。因此在篩選金融機構時必須執行以下工作： 

 

(i) 取得最少 2 間金融機構(其必須獲得 4.4 所指的評級)的報價

及其他商業條款以作比較； 

(ii) 檢查金融機構的信譽/財務狀況，例如年報、信貸評級等；及 

(iii) 已選定的金融機構的信譽/財務狀況必須每半年檢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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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擬進行對沖前，首長寶佳財務總監或集團子公司總經理必須提交

有關文件給首長寶佳副總經理(財務)予以審批。文件的內容最少必

須包括： 

 

(i) 對沖的對象(指利率、匯率或銅)； 

(ii) 對沖原因，及對有關對象預期未來走勢的証明(如報章雜誌刋

載的專家分析、金融機構的研究報告等)，如適用； 

(iii) 就利率及匯率而言，已承諾的有關合約及付款/收款預算時間

表； 

(iv) 就銅而言，當時的存貨量及未付運之購貨合同的成本；及 

(v) 擬對沖的金額/數量。 

 

6.4 當有關對沖合約落實後，必須提交首長寶佳副總經理予以書面或電

郵確認。 

 

6.5 如果對沖活動是在子公司而非集團層面進行的，子公司須提交一份

合約副本予首長寶佳財務部處理及存檔。 

 

6.6 在收到金融機構的正式合約/確認書後，首長寶佳財務部必須與上述

6.5 所述副本的內容進行核對，並由有關會計人員及會計經理簽字

確認。 

 

7. 對沖活動的匯報及監控 

 

7.1 授權人士或首長寶佳財務總監在對沖合同的有效期間，必須定時密

切注視最新的走勢及變動，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7.2 首長寶佳財務部於每月財務報告內匯報對沖合約的成效分析及於

每個月末尚未結算的每項合約的資料，包括： 

 

(i) 金融機構名稱及信貸評級； 

(ii) 合約日期/生效日期； 

(iii) 合約完成日期； 

(iv) 合約價格； 

(v) 主要條款； 

(vi) 對沖目的； 

(vii) 截至報告日的未體現虧損，如有；及 

(viii) 對沖合約(包括當月內結算及未結算)於當月產生的盈虧。 

 



  42 

7.3 就對沖合約的結算，首長寶佳財務部需就金融機構提供的結算利率、

匯率或價格進行覆核，以確保該等數字的合理或準確性。由於這些

數字變動快速，對核實其準確性存在一定困難，但儘可能透過報章

/互聯網公佈的數字去核實這些數字的準確性。 

 

8. 對沖活動的會計處理 

 

8.1 對沖活動的會計處理必須遵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執行。 

 

8.2 建議的會計處理如下： 

 

8.2.1 利率及匯率對沖 

8.2.1.1  結算盈虧 - 於結算時產生的盈虧記入一個獨立設

置的賬目內，並按不同性質在財務報表按以下列示： 

 

A. 利率對沖 – 結算盈虧將作為利息成本的一部份，

計入財務成本內； 

 

B. 匯率對沖 – 視乎對沖的目的作以下處理： 

a. 對沖日常經營產生的外幣收入/支出，其結

算盈虧將計入有關項目內，例如對沖因購

貨而產生的外幣支出的，結算盈虧將計入

購貨成本內； 

b. 對沖訂購外幣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結算

盈虧將計入該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成

本內。 

 

8.2.1.2 公平值變動 – 尚未結算的對沖合約須按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規定，每半年進行一次公平值的重新

計算，所產生的變動假如符合香港會計準則 39 的

「對沖會計」的要求，應計入儲備，否則應以獨立

項目在利潤表內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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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銅價對沖 

8.2.2.1 結算盈虧 - 於結算時產生的盈虧記入一個獨立設

置的賬目內，並計入購貨成本的一部份列示於利潤

表內。 

8.2.2.2 公平值變動 – 尚未結算的對沖合約須按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規定，每半年進行一次公平值的重新

計算，所產生的變動假如符合香港會計準則 39 的

「對沖會計」的要求，應計入儲備，否則應以獨立

項目在利潤表內列示。 

 

8.2.3 在對沖合約正式簽署及生效後，記入每項合約的合約價格於

一獨立的資產負債表項目的借方內，並同時以對銷方式記入

另一資產負債表項目的貸方內。如下： 

 

    借記： 合約金額 

    貸記： 合約金額對銷 

    

    而在有關合約結算或失效時作相反會計處理註銷。 

 

目的是確保所有對沖活動得以記錄在會計賬目內作成效表

現的監察。 

 

8.2.4 每月計算未結算合約的未體現盈虧，並記入會計賬目內。 

 

8.2.5 每月與金融機構的月結單(如有)進行對賬工作。 

 

8.2.6 所有有關對沖活動的會計傳票必須由首長寶佳會計經理審閱

及批准。 

 

II. 財物/自然災害風險 

 

1. 各附屬公司必須為名下的實物資產 (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存貨、現金

等)購買保險，以減少受到任何原因 (包括天然災害) 造成破壞而引致的損

失，以及避免因而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 (如導致第三方受到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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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保險的投保金額應該可為受保資產提供足夠保障。例如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投保金額建議以該項資產的賬面淨值作為基礎，而存貨等流動性資

產則可參照上一年度的平均存貨值及預算未來一年的業務擴展情況作為投

保的參考基礎，並可與首長寶佳專業部門(人力資源及行政部、財務部及公

司秘書部)取得參考資料。 

 

III. 根據上市規則對風險管理的要求 

 

1. 根據經修訂的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於二零一六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董事會有責任評估及釐定本公司達成

策略目標時所願意接納的風險性質及程度，並確保本公司設立及維持合適

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整體對風險管理的要求/程序如下： 

 

(i) 董事會持續監督首長寶佳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確保最少每

年檢討一次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及足夠。有關檢

討應涵蓋所有重要的監控方面，包括財務監控、運作監控及合規監控； 

 

(ii) 管理層需要根據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核心業務單位／部門將面

對不同風險所潛在的影響及可能性，和成本/費用/損失影響評估承受

風險程度及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並完成風險評估表(附件十七)。 

 

(iii) 每年最少定期開會兩次，大約每半年一次，董事會成員連同上述實體

的財務及營運或其他職能部門的管理層參與該等會議。在董事會的邀

請下，其他人士如內部審計人員或執行內部審核功能的專業公司之代

表可出席會議。 

 

風險評估程序的目的是分別出重大的內部監控的缺失，並找出解決這

些缺失的方案。 

 

(iv) 在呈交董事會前，管理層提供年度書面確認函(附件十七 b)給本公司

的審核委員會以確認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及

足夠性。 

 

「管理層」指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單位/部門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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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向內部核數師或執行內部審核功能的專業公司尋求確證，以信函或報

告的形式確認年度檢討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

及足夠性;  

 

(vi) 董事會成員將收到若干文件，包括管理層的書面確認函，由內部核數

師或執行內部審核功能的專業公司提供有關內部監控系統信函或報

告和已更新的監控指引，以便對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的有效

性及足夠性進行年度檢討; 

 

(vii) 董事會應在《企業管治報告》內以敍述形式披露其如何在報告期內遵

守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的守則條文。具體而言，內容應包括： 

 

(a)  用於辨認、評估及管理重大風險的程序； 

(b)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主要特點； 

(c)  董事會承認其須對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負責，並有責任檢討

該等制度的有效性及足夠性。董事會亦應闡釋該等系統旨在管理

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而且只能就不會有重大的失

實陳述或損失作出合理而非絕對的保證； 

(d)  用以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有效性及足夠性的程序及解

決嚴重的內部監控缺失的程序；及 

(e)  處理及發布內幕消息的程序和內部監控措施。 

 

(viii)  董事會於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審核委員會年內工作摘要，包括其

如何履行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職責及首長寶佳內部審核

功能的有效性及足夠性。 

 

(ix) 若首長寶佳在年報內附載董事會聲明，說明董事會已經作出有關風險

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檢討，則必須披露以下詳情： 

 

(a)  首長寶佳是否設有內部審核功能； 

(b)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檢討的頻次以及所涵蓋期間，若首長寶

佳於年內不曾進行檢討，須作出解釋；及 

(c) 表示已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有效性及足夠性的聲明，並

說明首長寶佳認為該等系統是否有效及足夠。  



  46 

C. 經營管理 

 

I. 界定會議討論事項的程序 

 

董事會已制訂書面程序，以界定需由董事會全體成員作出決定的事項，以

及由董事會授權董事委員會或管理層處理的事項。有關事項的決定應遵循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及本公司股東及/或監管機構的批准（視屬何情況而

定）。 

 

1.  全體董事會會議 

 

以下事項需由董事會全體成員批准： 

 

(a) 若有大股東或董事在董事會將予考慮的事項中存有董事會認為

重大的利益衝突，有關事項應以舉行董事會會議（而非書面決議）

方式處理。在交易中本身及其緊密聯繫人均沒有重大利益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應該出席有關的董事會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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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之守則條文

A.1.7條。） 

 

註： 

(1) 在符合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其註冊成立地的法律及法規

的情況下，董事透過電話或視像會議等電子途徑參與會議可

算為親身出席董事會會議。 

(2) 就重大利益衝突事項，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定義，但

那些全面豁免披露規定的交易除外。 

(3) 若有關交易或安排屬於第 14A章所指的關連交易，本規則所

提述的「緊密聯繫人」應更改為「聯繫人」。 

 

(b)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分類為須予公佈的交易/關連交易包括持續關連交易及其他涉及

《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內幕消息的交易。相關定義如下： 

 

「『須予公布的交易』是指《上市規則》第 14.06條所界定的股份

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主要交易、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非常

重大的收購事項或反收購行動。」 

 

「『關連交易』指(i) 與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ii) 與第三方進行的

指定類別交易，而該指定類別交易可令關連人士透過其於交易所

涉及實體的權益而獲得利益；及(iii) 由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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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超過 10％的權益之共同持有的實體提供或接受財務資助。有

關交易可以是一次性的交易或持續性的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指涉及提供貨物、服務或財務資助的關連交易，

該等交易持續或經常發生，並預期會維持一段時間。這些交易通

常是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進行的交易。」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07（A）（1）條，『內幕消息』就

某上市法團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具體消息或資料─ 

(a) 關於─ 

(i) 該法團的； 

(ii) 該法團的股東或高級人員的；或 

(iii) 該法團的證券或該等證券的衍生工具的；及 

(b) 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會）進行該法團上市證券交易的

人所知，但該等消息或資料如普遍為他們所知，則相當可能會對

該等證券的價格造成重大影響。」 

 

(c) 董事長/主席認為應舉行全體董事會會議的特別議題。 

 

(d) 本公司任何董事提出的要求。 

 

董事會可通過在董事會成員之間分發文件來處理其任何業務，並由全

體董事（已離港董事除外）簽署的書面決議案均為有效及具效力的，

猶如該決議案已於正式召開及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獲通過。 

 

2.  董事會委員會會議 

 

董事會根據《上市規則》成立三個規定委員會, 包括審核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其特定職權範圍書清楚說明其職權和責任。以

下事項已授權通過委員會會議處理：- 

 

(a) 根據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書所規定的權限的事項。 

 

(b) 審閱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書。 

 

(c) 任何委員會成員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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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及管理委員會會議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管理及營運方面的財務及財務相關事宜，其代價

門檻不少於港幣 10,000,000元者，應由投資及管理委員會成員審閱及

批准。 

 

4.  執行董事會議 

 

執行董事負責本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營運。有關一般業務過程中需解決

的問題及日常管理事項可以通過執行董事會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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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營指引 

 

經營管理主要是為各附屬公司總經理、負責人或主管、業務發展/項目經理

或不管以什麼職稱提供經營業務之基本方針。各附屬公司負責人及管理階

層應依從以下的經營指引營運其公司業務，如發現有經營運作上的問題，

應根據以下之指引向首長寶佳職能部門諮詢意見。 

 

1. 經營狀況報告 

 

 各附屬公司的負責人/總經理要準確全面的知悉各公司運作情況，各附

屬公司須在每月的集團會議上提交以下工作報告，列出以下資料:- 

 

 各項關鍵的經營指標，敍述真確的經營狀況，介紹公司的重點工作措

施。並要對資金情況作詳細的分析。 

 

 如按需要，亦須提交公司經營狀況而提問的特別報告。 

 

    各附屬公司負責人/總經理亦需因應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

的要求提交報告。 

  

 而每年各附屬公司必須向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提交公司

的年度工作計劃，由各附屬公司負責人/總經理根據市場環境和經營情

況定出適當的工作目標，敍述爭取完成目標的重點工作措施。 

  

 工作目標應包括以下各項指標：- 

i. 全年銷量 

ii. 全年生產量 

iii. 毛利及毛利率 

iv. 淨利潤 

v. 應收賬目標 

vi. 存貨目標 

vii. 現金流量指標 

viii. 負債比率 

 

 制定公司目標的基礎要參考宏觀的經濟環境和集團發展方針，視乎條

件採取保守安全的經營策略，或適當的進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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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附屬公司的工作計劃必須由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審批

通過才可執行。 

 

 另外附屬公司之負責人/總經理亦須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報告內容是比

較原訂年度工作計劃的完成或情況，按實際結果匯報公司經營狀況。

除列出各項指標的正確數據，並詳細分析市場情況外，亦須列出各項

工作的完成程度和公司經營好壞的真實原因。 

  

 經營結果指標應包括以下各項：- 

i. 全年銷量 

ii. 全年生產量 

iii. 毛利及毛利率 

iv. 淨利潤 

v. 應收賬 

vi. 存貨 

vii. 現金流量情況 

viii. 負債比率 

 

2. 重要經營事項審批程序 

 

貫徹集團業務發展方針，各附屬公司執行重大經營決策前要先由首長

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審批決定。遇有重大經營事項，有關公司

負責人/總經理要先行向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匯報，遞交

建議事項，如該建議涉及其他如財務、法規、法律、人力資源及行政

等問題，應事先向有關專業部門索取意見，當綜合分析過該建議之利

弊，最終由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決定是否同意執行該項建

議。如重要經營事項涉及金額不少於港幣 10,000,000元或等值之其他

貨幣，此重要經營事項需要由 2012 年 7 月 1 日成立的投資管理委員

會成員審查和批准。 

 

重要經營事項指所有對公司業務發展、營運資金、運作、聲譽等有重

要影響的事情。以下列出常見的重要經營事項，若各附屬公司遇有其

他重大事項，亦需按以上程序交由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審

批及根據該附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規定通過有關決議案，同意進行

該項建議或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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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制定年度預算、業務計劃； 

 b. 調整已發佈預算、業務計劃； 

 c. 調整預測利潤； 

 d. 進行大額融資、借貸（已包括於已批核年度預算內的除外）； 

 e. 增加資本額； 

 f. 調整生產規模，引進貴重設備； 

 g. 調整業務範圍； 

 h. 開發或收購新業務； 

 i. 進行重大管理架構改革； 

 j. 僱用或解僱高級管理人員； 

 k. 大規模招聘、大規模裁員； 

 l. 委任或終止聘用分銷代理； 

 m. 簽署特大購買及銷售合同； 

 n. 大額存貨撇賬； 

 o. 大額呆壞賬撥備等。 

 

 如該事項根據公司章程或上市規則所規定要由首長寶佳董事會決議，

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接到有關事項申請後，先交由首長寶

佳董事會決議再作決定。 

 

3. 落實集團資產調整計劃 

 

  如涉及以下資產重組項目，亦需按以上第 2點重要經營事項審批程序

進行。 

 

 資產重組包括以下項目：- 

  a. 收購全部或部份無關連公司的權益； 

  b. 增持或減持或轉讓有關連公司的權益； 

  c. 增持或減持或轉讓附屬公司的權益； 

  d. 出售或轉讓集團或附屬公司的重大資產，例如物業、貴重機器設

備等； 

  e. 集團公司內部轉讓重大資產，例如物業、貴重機器設備等； 

  f. 申請將下屬公司強制性清盤； 

g. 終止主要業務公司之運作/資產剝離； 

  h. 對集團投資項目作賬面上大額撇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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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擴大及開發新建議的業務 

 

  集團會根據內部情況和外圍因素，在適當時候尋求開發新業務。新業

務的構思可以源于首長寶佳董事局及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又或由

有關部門/總經理或集團附屬公司提議，而該等新業務之預算營業額佔

該業務最近一個財政年度之全年營業額之 5%或以上，必須經首長寶

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確認批准後，有關部門負責人/總經理可按

以下程序進行有關工作。 

 

  新業務可包括：- 

 

  a. 擴大原有業務規模； 

  b. 擴大原有業務的分銷渠道或銷售市場對象； 

  c. 縱向 / 橫向發展與原來業務配套的新業務； 

  d. 開展其他具潛力的新項目等。 

 

集團要求落實新建議的業務開發前，開拓新建議的業務之負責人/總經

理須遞交以下研究報告：- 

 

  a. 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報告內容包括項目概況、市場分析、產品週期分析、技術設備和

工藝分析、項目管理、資金安排和成本效益回報和風險分析等； 

b. 融資安排方案； 

c. 管理架構和人力資源安排建議。 

 

  開發新建議的業務之流程並須先由首長寶佳專門人員進行深入調研

分析後，負責人/總經理須以客觀態度撰寫“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呈

送首長寶佳董事長及/或董事總經理審閱研究及審批，並按相關法律和

有關條例的程序進行該等新業務開發。 

   

 未經以上審批程序，新業務將不可實行。 

  

 就發展現有業務或開發新業務機會，需推廣及宣傳公司產品，因此員工(包

括關附屬公司及首長寶佳之董事)應按照以下程序推廣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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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廣及宣傳守則 

 

作為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的國內主要附屬公司，為推廣及宣傳公

司產品和促進營運的目的，發放新聞稿、編制宣傳稿件和與客戶建

立良好關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為了統一及確定集團對推廣及宣傳事宜的操守及同時保護公司資產

及資料利益，已制定了一套推廣守則(附件二十一)，為國內附屬公司所

有一般員工、管理層員工及各董事開展/經營業務時而為他們提供相關

的指導方針。 

 

推廣及宣傳守則包括： 

 

 (1)  編制宣傳稿件 

 (2)  對外溝通及發放新聞稿 

 (3)  代表公司和保護公司資產及資料 

 

就發展現有業務或開發新業務機會，公務出差頻繁，因此員工(包括有關附

屬公司及首長寶佳之董事)應按照以下程序:- 

 

6. 公務出差申請程序 

 

當僱員須因公務到外地出差，他/她應遵照下列程序: 

 

1. 申請人須填妥「公務出差申請表」(請參照附件十四)，再經有關

公司之部門主管/經理或授權人士預先批准。若未獲得有關公司之

部門主管/經理或授權人士的預先書面批准，有關預訂機票/酒店

將不會受理，預訂其他交通工具，則按首長寶佳人力資源及行政

部(適用於香港公司)或其授權管理部/授權部門(適用於國內附屬公

司)預先書面批准。 

 

2. 預訂機票/火車票/住宿的安排 

 

(a) 機票 

亞洲區域  

級別 航班機位等級 

所有員工 

  (包括附屬公司董事) 

經濟客位 

首長寶佳董事 商務或頭等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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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以外其他地區  

級別 航班機位等級 

一般員工 經濟客位 

首長寶佳管理層/附屬公司董事 商務客位 

首長寶佳董事 商務或頭等客位 

 

 (b)  高鐵 

級別 高鐵車廂等級 

一般員工 二等車廂 

首長寶佳管理層/附屬公司董事 一等車廂 

首長寶佳董事 商務車廂 

 

        (c) 住宿 

級別 房間類型 

一般員工 標準客房  

首長寶佳管理層/附屬公司董事 高級客房 

首長寶佳董事 豪華客房 

 

        註：為工作方便，必須同住一酒店，並須根據有關公司之部門主管/經

理或授權人士同意或批准（實報實銷）。 

 

6(a) 公務出差交通紀錄 

 

為擬備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報告（“ESG報告”），

當公務出差結束後，所有員工(包括執行董事)應詳細填寫交通工具及

交通費的紀錄在“公務出差交通紀錄”（見附件十四 14A），並將此紀

錄提交予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 

 

7. 公出申請政策 

 

當僱員偶爾因職務而需在工作場所以外或在辦公室以外工作時，該僱

員須填寫「公出申請表」(適用於首長寶佳)(請參照附件十五)或相類似

之申請表(適用於附屬公司)及獲得有關公司之部門主管/經理或授權人

士的預先書面批准，並須遞交該表致人力資源及行政部或相類部門主

管/經理以作存檔。此政策可能不適用於經常因職務而需在工作場所以

外或在辦公室以外工作之僱員，但該等僱員之公出事宜須由人力資源

及行政部或相類部門主管/經理安排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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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安排及報銷其他費用 

每位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在香港營運之附屬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或本

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及該等僱員可享有加班津貼除外)除事先獲得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主管/經理批准外，於下列情況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計程車除外)。僱員須填寫「支出報銷申請表」(見附件二十三)，並 

出示憑証/收據才合資格申請其實際支出的交通費用報銷(適用於首長

寶佳)： 

 

  a) 於辦工時間內及/或於辦工時間後至晚上十一時，僱員需要到工作

地點以外履行其職務或因出差事宜前往機場/港口/火車站。如因

出差事宜，「公務出差交通記錄」(見附件十四 A)亦須按規定填寫。 

 

  b) 於辦工時間外及/或於辦工時間後至晚上十一時，僱員因特別情況

需留在公司或返回公司以履行其職務。 

 

倘若僱員預計需要加班一直由下午下班時間至晚上十一時後離開工

作地點，該僱員應先分別取得其所屬部門之主管和人力資源及行政部

或相類性質部門批准及認可並提供收據証明，他/她便可報銷以下的補

償：(i) 乘搭計程車或其他適合該僱員回家的交通工具，(ii) 報銷餐費

(適用於加班時間超過晚上八時，但不適用於可享有加班津貼之員工)，

上限為每人港幣一百元。 

 

   就上述交通安排，應填寫附件十六之「預批本地交通安排申請表」。 

 

   註: 基於國內不同附屬公司之工作時間和生活水平不同，國內各附屬

公司應個別規訂其交通安排的合適時段及政策和報銷餐費。但是，

該等交通安排方式需要合理和報銷餐費的上限不宜過多。 

 

9. 公務用車 

如僱員須使用公司車輛以履行職務時，須通知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或

其授權人士，詳細說明目的地，用車日期及和時間和用車原因等。人

力資源及行政經理或其授權人士將通知申請人相關安排。 

 

 



  56 

10. 辦公室物品及服務採購程序 

辦公室物品是指首長寶佳員工使用的工具、用品、文具及設備，使其

能夠履行日常辦公職務。服務是指維持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必要支援。 

當員工申請採購新的辦公室物品或服務時，須在「辦公室物品/服務採

購申請表」(適用於首長寶佳)(見附件二十五)填寫擬購買物品/服務的

詳細資料及購買原因並簽署。如果擬購買物品/服務的費用為港幣

6,000元或以上(香港)或等值人民幣 2,000元或以上(國內) ，以每件計

算，須對比兩家或以上的供應商，以報價或招標的方式進行。上述金

額是以本集團之固定資產定義(即監控指引之守則 A 第三部份之 I(A)

部份)來厘訂，故日後固定資產定義有調整，上述金額也會跟隨調整。

申請人還須在上述表格中填寫供應商對比資料並簡述選擇該供應商

的原因。申請人須獲得首長寶佳之相關部門主管/經理的預先書面批准，

並將該表格提交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作進一步批核。上述採購申請

表由（i）總經理和（ii）人力資源及行政副總經理或人力資源及行政

經理（如該子公司沒有設立人力資源及行政副總經理職位）共同簽署

批准後，才可執行採購。財務人員方可支付相關費用。此外，如果擬

購買物品的費用為港幣 6,000元或以上，還應按規定另外填寫「物業、

廠房及設備處理申請表」(適用於首長寶佳)(見附件二)。 

 

如未能對比兩家或以上的供應商,請在附件二十五說明原因，並由（i）

總經理和（ii）人力資源及行政副總經理或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如該

子公司沒有設立人力資源及行政副總經理職位）共同簽署批准後，才

可執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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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申請程式 

僱員可以申請預付款用於公務出差或其他目的（須提供合理/可接受

的理由）。 

 

申請人須填寫預付款申請表（適用於香港總部）（見附件二十三 a）

並提交給相關部門負責人/經理審核，然後根據以下批准渠道獲得事

先批准： 

 

職位 批准者 

國內附屬公司的僱員 附屬公司的總經理 

香港總部除副總經理或董事

以外的僱員 

香港總部的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及行政) 

香港總部的副總經理 香港總部的總經理 

香港總部的總經理 香港總部的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及行政)及

副總經理 (財務) 

 

獲得批准後，申請人可以提供該表格（附件二十三 a）向財務部申請

預付款。財務部應支付預付款予申請者如批准合規。 

 

申請公務出差的預付款時，應隨附已批准的“公務出差申請表”（見附

件十四），並說明出差的目的地和時間，以便獲得上述授權的事先批

准。 

 

完成事務後（如出差），申請人應將相關發票/收據提交相關部門負責

人/經理審核，並獲得副總經理（人力資源和行政）的批准。 

 

預付款的餘額以及經核准的發票/收據應在事務結束後的 14個工作日

內提交給財務部。 當僱員獲得公務出差的預付款但未按計劃完成行

程時，必須立即退還該款項。 

 

國內附屬公司應根據其經營情況設立合適的預付款申請及批核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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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企業監控守則 

 

企業監控守則列明了一些明確的政策及指引予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

管理人員及僱員遵守。至於公司在共同控制企業或公司並無持有控制權權

益之公司，有關公司之代表須履行守則及盡其所能履行公司之最大利益。 

 

對公司董事而言 

 

作為本公司的董事，除了要持有擔任有限公司董事應有的誠信及責任去處

理公司業務及不把董事自己或私人利益放在本公司利益之上外，均要就公

司遵守《上市規則》承擔個別及共同責任。並要盡力促使公司遵守《公司

收購及合併守則》、《股份購回守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II 部–市場失

當行為審裁處第四分部內幕交易》、《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披露內幕

消息》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權益披露》，以及香港的其他有關證

券法例及規則。以下是一些責任指引根據某些條例或規則下需申報的程序：

- 

 

 (1) 證券交易 

 

  a. 影響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披露 

   董事須確保該等影響本公司的證券內幕消息乃公平及適時地向

公眾披露。 

 

  b. 保密性 

   董事對影響上市價格的未公佈資料有確保其絕對保密，直至作

出正式公佈。 

 

  c. 董事買賣證券的限制 

無論何時，董事如擁有與本公司的證券有關的未經公佈的股價

內幕消息，及在本公司刊發財務業績當天及以下期間，均不能

買賣任何本公司證券： 

 

(i) 年度業績刊發日期之前60日內，或有關財政年度結束之日

起至業績刊發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及 

 

(ii) 刊發季度業績（如有）及半年度業績日期之前30日內，或

有關季度或半年度期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刊發之日止期間

（以較短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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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有機會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II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

處第四分部證券權益(內幕交易)條例》(因為該條例禁止任何如

擁有未公佈可影響股價的內幕消息的人士買賣證券)，此限制應

被視為同樣適用於董事的配偶或任何未成年子女（親生或收

養）、或代該等子女們進行的交易以及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而言，該董事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

交易。另外本公司已採納了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之《企業管

治守則》中監管「上市公司董事及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見附件六。董事須根據該守則進行證券交易。 

    

 披露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中具利害關係的要求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二十八段，上市發行人(不論是
否在香港註冊成立)須根據《公司條例》及附屬法例的相關條文
於財務報表作出披露，包括但不限於：第 622G章《公司(披露
董事利益資料)規例》(「該規例」)及該規例第二十二條亦要求
上市發行人披露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中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
的資料。 

 

為保持良好的公司管治和有效的內部監控系統，並在本公司報
告中確保披露準確及完整的資料，因此極力建議本公司董事每
年兩次申報他本人，及/或與他本人有關連的實體(附註 1)/聯繫人(附

註 4)在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
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就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董事於交
易、安排或合約中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之申報表(附錄 28a)已
制定以供董事填妥及簽署。 

 

此申報具利害關係的實務會延伸至參與業務經營的討論和投
資決定或在經營本集團業務期間代表相關公司訂立的交易、安
排或合約中或建議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本集團的僱員。
該等僱員應每年申報他本人，及/或與他本人有關連的實體(附註

1)/聯繫人(附註 2) 由在相關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
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申請表請見附錄 28b)。要申報
具利害關係的本集團僱員與列示在特定人士名單(附錄六)相同
及我們將不時更新該名單以符合本集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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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有關連的實體包括： 

(a) 該申報人的家庭成員； 

(b) 與該申報人處於同居關係的人； 

(c) 屬(b)段所指的人的未成年子女並且符合以下說明的人— 

(i) 並非該申報人的子女；及 

(ii) 與該申報人共同生活； 

(d) 與該申報人有聯繫的法人團體； 

(e) 以指明信託(附註 2)(為僱員參股計劃(附註 3)或退休金計劃的目
的而設的信託除外)的受託人身分行事的人；或 

(f) 以下述的人的合夥人身分行事的人— 

(i) 該申報人； 

(ii) 該申報人的配偶； 

(iii)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或 

(iv) 憑藉(e)段而屬與該申報人有關連的實體的另一人。 

 

附註 2：指明信託是指 —— 

(a) 該信託的受益人包括: 
(i) 有關申報人； 

(ii) 該申報人的配偶；或 

(iii)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或 

(b) 該— 

(i) 信託的條款賦予有關受託人一項可為以下的人的利
益而行使的權力 — 

(A) 該申報人； 

(B) 該申報人的配偶；或 

(C)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而 

(ii) 申報人知悉該申報人或該配偶或子女屬該項權力的
行使對象。 

 

附註 3：僱員參股計劃指旨在鼓勵或利便由以下的人持有或為
以下的人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份的計劃 —— 

(a) 正真誠地受僱於或曾真誠地受僱於該公司或與其同屬一
個公司集團成員的另一公司的人；或 

(b) (a)段提述的人的配偶、遺孀、未亡夫或未成年子女。 
 

附註 4：聯繫人的定義是： 

1. 配偶；其本人(或其配偶)未滿18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
繼子女(各稱「直系家屬」); 

2. 其本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
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
人(「受託人」)； 

3. 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
持有的 30%受控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4. 與其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
母、兄弟、繼兄弟、姊妹或繼姊妹(各稱「家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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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家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
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持有佔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指一名

持有該公司權益的人士可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50%以上的表決權，或可控制董事會大部分成員的組成的公
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而以下是買賣守則通知程序，各董事應貫徹履行，作出申

報。 

 

買賣守則通知程序 

    

各董事如欲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應通知董事長/或董事總

經理/或被董事局就此目的委派之董事(除董事自身以外之董

事)，填寫「通知書」(附件七a)申報有關買賣，並交給董事長

／或董事總經理／董事局就此目的委派之董事，當接獲董事

長/或董事總經理/或被董事局就此目的委派之董事(除董事自身

以外之董事)註明日期的確認書後，董事方可買賣本公司的任

何證券。各董事須送回一份副本給公司秘書部存檔。如該董

事未收到確認書，均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若董事長欲買賣本公司的證券，應先在董事會會議上通知各

董事，或通知專為此目的而委任的其他董事（董事自身除

外），填寫「通知書」(見附件七a)申報有關買賣，並須接獲註

明日期的確認書方可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董事長須送回

一份副本給公司秘書部存檔。如該董事長未收到確認書，均

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d. 證券權益的披露 

   董事應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權益披露》，披露其擁

有本公司、或任何本公司的相聯法團的權益或相關股份及股份

之淡倉的情況，不論其持有多少股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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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可在多種情況下被視為在股份中擁有權益。如董事作為股

份的註冊持有人，即屬在該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董事亦可基

於公司、家族、信託及合約權益而被視為在股份中擁有權益。 

 

   如董事就本公司、或任何本公司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的任何權益

及淡倉有任何變更，董事要在披露權益責任產生的翌日起三個

營業日內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披露其變更權

益。 

 

   有關權益披露表格之發布，聯交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建立了新的線上權益

披露系統，以配合已於 2017年 7月 3日生效之強制以電子方式

提交權益披露具報。新的線上權益披露系統將取代現有的披露

權益電子呈交系統。證監會已刊發披露權益具報的新訂明表格

及新電子表格由 2017年 7月 3日起生效。 

 

   在披露證券權益前，董事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市規

則》在新的線上權益披露系統註冊。為使董事能準時向聯交所

披露其證券權益的情況，該董事在證券權益更改後應立即通知

公司秘書，以方便公司秘書部協助該董事準備「董事/最高行政

人員通知 – 上市法團股份權益」之表格 3A(見附件八於 2017年

7 月 3 日起生效之新電子表格 3A)或其他相關呈報表呈報聯交

所。 

 

 對「特定人士名單」上之有關人士而言 

 

   凡有關人士知悉、或參與收購或出售事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章界定為

須予公佈的交易、第 14A章界定的關連交易，或涉及根據證券

的期貨條例任何內幕消息者）的任何洽談或協議，該有關人士

必須自其開始知悉或參與該等事項起，直至有關資料已根據《上

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適當披露為止，禁止買賣本公

司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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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未經許可，有關人士不得向共同受託人或任何其他人

士（即使是該有關人士須向其履行受信責任的人士）披露機密

資料、或利用該等資料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士謀取利益。 

 

   無論何時，有關人士如擁有與本公司證券有關的未經公布的內

幕消息，均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並在本公司刊發財務業

績當天及以下期間： 

    

(i)    年度業績刊發日期之前 60 日內，或有關財政年度結束

之日起至業績刊發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及 

 

(ii) 刊發季度業績（如有）及半年度業績日期之前 30 日內，

或有關季度或半年度期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刊發之日止

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否則有機會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披露》

及《第 XIII 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第四分部證券權益(內幕交

易)條例》(因為該條例禁止任何如擁有未公佈可影響股價的內幕

消息的人士買賣證券)，此限制應被視為同樣適用於有關人士的

配偶或任何未成年子女（親生或收養）、或代該等子女們進行的

交易以及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而言，該有

關人士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交易。另外本公司已採

納了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之《企業管治守則》中監管「上市公

司董事及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首長寶佳守則」」，

見附件六。有關人士須根據該守則進行證券交易。 

    

   而以下是買賣守則通知程序，各有關人士應貫徹履行，作出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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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守則通知程序 

    

   有關人士如欲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應通知董事總經理/或被

董事總經理就此目的委派之董事，填寫「通知書」(附件七 b)申

報有關買賣，並交給董事總經理／或董事總經理就此目的委派

之董事，當接獲董事總經理/或被董事總經理就此目的委派之董

事註明日期的確認書後，有關人士方可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各有關人士須送回一份副本給公司秘書部存檔。如有關人士未

收到該確認書，均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本公司必須在每次其有關人士因為首長寶佳守則 A.3(a)項的規

定而不得買賣其證券的期間開始前，預先通知聯交所。 

 

註： 有關人士須注意，根據首長寶佳守則 A.3項所規定禁止買

賣本公司證券的期間，將包括本公司延遲公佈業績的期間。 

 

若有關人士是唯一受託人，首長寶佳守則將適用於有關信託進

行的所有交易，如同該有關人士是為其本人進行交易（但若有

關人士是「被動受託人」(bare trustee)，而其或其聯繫人士均不

是有關信託的受益人，則首長寶佳守則並不適用）。 

 

  若有關人士以共同受託人的身份買賣本公司的證券，但沒有參

與或影響進行該項證券交易的決策過程，而該有關人士本身及

其所有聯繫人亦非有關信託的受益人，則有關信託進行的交易，

將不會被視作其的交易。 

 

  首長寶佳守則對有關人士進行買賣的限制，同樣適用於有關人

士的配偶或任何未成年子女（親生或收養）、或代該等子女所進

行的交易，以及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而言，

該有關人士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交易。因此，有關

人士有責任於其本身未能隨意買賣時，盡量設法避免上述人士

進行任何上述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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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有關人士將包含本公司證券的投資基金交予專業管理機構管

理，不論基金經理是否已授予全權決定權，該基金經理買賣該

有關人士所屬公司的證券時，必須受與有關人士同等的限制及

遵循同等的程序。 

 

  有關人士(附件六 a)欲買賣本公司證券，應遵照首長寶佳守則通

知程序及於買賣任何本公司證券前先取得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或

其指定的另一名董事的確認書。在此情況下： 

 

(i) 須於有關人士要求批准買賣有關證券後五個營業日內

回覆該有關人士；及 

 

(ii) 按上文(i)項獲准買賣證券的有效期，不得超過接獲批准

後五個營業日。 

 

 根據首長寶佳守則 B.8 和 B.9 項下董事及有關人士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的通知表格已附上。 

 

 附註： 為釋起見，謹此說明：如獲准買賣證券之後出現股價內

幕消息，首長寶佳守則 A.1項的限制適用。                                                                                                                                                                                                                                                                                                                                                                                                                                                                                                                                                                                                                                                                                                                                                                                                                                                                                                                                                                                                                                                                                                                                                                                                                                                                                                                                                                                                                                                                                     

 

  公司內部制訂的程序，最低限度須規定本公司需保存書面記錄，

證明已根據首長寶佳守則 B.8 或 B.9 項規定發出適當的通知並

已獲確認，而有關董事或特定人士名單列明的有關人士亦已就

該事宜收到書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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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任何有關人士如擔任一項信託的信託人，必須確保其

共同受託人知悉其為任何公司的有關人士身份，以使共同受託

人可預計可能出現的困難。投資受託管理基金的有關人士，亦

同樣須向投資經理說明情況。 

 

  任何有關人士，如為一項買賣本公司證券的信託之受益人（而

非信託人），必須盡量確保其於有關信託人代表該項信託買賣該

等證券之後接獲通知，以使該有關人士可隨即通知本公司。就

此而言，該有關人士須確保信託人知悉其是本公司的有關人士。 

 

   特殊情況 

 

   若有關人士擬在特殊情況下出售或轉讓本公司的證券，而有關

出售或轉讓屬首長寶佳守則所禁止者，有關人士除了必須符合

首長寶佳守則的其他條文外，亦需遵守首長寶佳守則第 B.9 項

有關書面通知及確認的條文。在出售或轉讓該等證券之前，有

關人士必須讓董事總經理或其指定的董事確信情況屬特殊，而

計劃中的出售或轉讓是該人士唯一可選擇的合理行動。 

 

  (2)    董事職責 / 責任 

 

a.  董事變更/更改董事資料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及《刑事訴訟程序法》之條例，有關董事

(不包括非香港註冊之附屬公司)變更(委任/離任/調職)及董事資

料之更改，董事有責任就該更改向本公司發出通知及本公司需

於該更改之生效日期起十五天內通知香港公司註冊處。如有關

董事未有向本公司發出相關通知，該董事可處罰款港幣 25,000

元及持續失責的話，按日失責罰款為港幣 550 元。此外，假若

未有及時提交相關表格到公司註冊處，本公司亦可被處罰款港

幣 25,000元及持續失責的話，按日失責罰款為港幣 700元。為

使公司秘書部能適時通知香港公司註冊處及避免受罰，請於更

改事宜生效日期七天內通知公司秘書部。(附件九 a)及(附件九 b)

分別是「董事變更」及「更改現任董事資料」的表格，方便給各

董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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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董事辭任/退任 

聯交所之上市規則第 3.20條所規定，本公司董事如在辭去董事

職務後，須立即向聯交所提供其最新的聯絡資料(包括其接收聯

交所發出的書信、送達的通知書及其他文件的地址及電話號碼)。 

 

如本公司董事輪值退任後不膺選連任，應準備與董事辭任相同

的程序。 

 

c.  董事辭世     

如本公司董事辭世，應發佈公告，以及在其辭世後的 15日內提

交指明表格予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 

 

d.  董事委任 / 調職 

本公司的每名董事的委任程序須遵循公司董事提名政策的規定

(附件二十六)。該政策於 2018年 12 月 18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採

納。 

 

在上巿規則第 13.51(2)條規定，本公司的每名董事獲委任或被調

職時，須立即向聯交所發出公告披露如下資料。 

 

   如董事獲委任或調職，公告中須包括該董事之下列詳情 : 

 

(a) 姓名全名（一般而言應與該董事或監事在《上市規則》附 

 錄五B、H或I表格所作承諾及聲明中所示者相同）及年

齡； 

 

  



  68 

(b) 於本公司及集團其他成員所擔當的職位；  

 

(c) 有關經驗（包括(i)過去三年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證券巿

場上巿的公眾公司中擔任職務；及(ii)其他主要的任命及專

業資格； 

 

 (d)  出任本公司董事或監事的任期或建議任期； 

 

(e)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的關係； 

 

  (f)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本公司股份權益； 

 

 (g)  董事或監事酬金金額、計算有關董事或監事酬金（包括任何

定額或酌情發放的花紅，且不論有關董事或監事是否已訂

立服務合約）的基準，以及其中由服務合約訂明支付的金額； 

 

(h) 法定或監管機構對其作出的任何公開制裁的詳情； 

 

(i) 若其在任何時候被判定破產或無力償債，對其作出上述判

決的法庭；若其破產或無力償債獲得解除，其獲解除之日期

及條件； 

 

(j) 若其曾在任何時候是協議契據的一方，或曾與其債權人訂

立任何其他形式的債務償還安排或債務重整協議，有關與

其債權人訂立的協議契據或債務償還安排或債務重整協議

的詳情； 

 

(k)  任何未獲履行、但持續對其構成影響的判決或法庭命令的 

   詳情； 

 

(l) 若(i)在其擔任任何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的營運企業的董事職

務期間或（如屬中國成立的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的營運企業）

擔任董事、監事或經理職務期間，又或(ii)在其終止擔任董

事、監事或經理（視屬何情況而定）職務後十二個月內，有

關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的企業解散、清盤（因股東在公

司（如屬香港公司）尚有償債能力時提出自動清盤除外）或

破產，又或涉及類似的法律程序，或與債權人訂立任何形式

的債務償還安排或債務重整協議，又或已被委任接管人、受

託人或類似的人員，則提供包括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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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名稱、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業務性質、涉及的法律程

序的性質、開始法律程序的日期及涉及金額，連同法律程序

可能出現的結果或當前狀況等等詳情； 

 

 

(m)  在不違反《香港法例第297章罪犯自新條例》或其他司法管   

轄區相若法例的條文下，有關任何以下罪行的定罪判決詳

情（包括每項罪行的詳情、將其定罪的法庭、定罪日期及判

處的刑罰）： 

 

(i) 涉及欺詐、不誠實或貪污； 

 

(ii) 《公司條例》、《破產條例》、《銀行業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已廢除的《保障投資者條例》、已廢

除的《證券條例》、已廢除的《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商品交易所（禁止經營）條例》、已廢除的《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已廢除的《商品交易條例》、

已廢除的《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已廢除的《證券及

期貨(結算所)條例》、已廢除的《交易所及結算所（合

併）條例》、已廢除的《證券（內幕交易）條例》、已

廢除的《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或有關稅務的任何條例，

以及其他司法管轄區任何相若法例所述的罪行；或 

 

(iii) 在過去十年內其以成年人身份被判以六個月或以上監 

 禁（包括緩刑或減刑判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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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以下情況，須提供有關詳情： 

 

(i) 若其曾在任何時候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II或

XIV部或已廢除的《證券（內幕交易）條例》視為內幕

交易人士； 

 

(ii) 若其任何曾經或現時為關連人士（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II或XIV部或已廢除的《證券（內幕交易）條

例》的定義）的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的營運企業，又或

其現時或曾於過去擔任高級人員、監事或經理的任何

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的營運企業，於其為關連人士及／

或擔任高級人員、監事或經理的期間內任何時候，被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已廢除的《證券（內幕交易）

條例》視為內幕交易人士； 

 

(iii) 若其曾於任何時候在內幕交易案件中被判有罪或為涉

案者，或遭任何法庭或主管機關判定違反任何證券或金

融市場法例、規則或規定，包括任何證券監管機關、證

券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的任何規則及規定；  

 

(iv) 若其曾經或現時為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的定義）

又或曾經或現時為監事、經理、董事或高級人員的任何

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企業，於其為控股股東、監事、

經理、董事或高級人員的期間內任何時候，在內幕交易

案件中被判有罪或為涉案者，或遭任何法庭或主管機

關判定違反任何證券或金融市場法例、規則或規定，包

括任何證券監管機關、證券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的任

何規則及規定；或 

 

(v) 若其遭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任何法院或主管機關判

定違反內幕消息條文（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下的責任；或其曾經或現時為控股股東（按《上市

規則》的定義）、監事、經理、董事、行政總裁或高級

人員的任何發行人遭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任何法院

或主管機關判定於其為控股股東、監事、經理、董事、

行政總裁或高級人員的期間內任何時候，違反內幕消

息條文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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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若其被法庭或仲裁機構判定其因不誠實行為而須承擔任何 

欺詐、違反責任或其他不當行為的民事責任，則有關判決的

詳情； 

 

(p)  若其曾經或現時為合夥人、董事、監事或經理的任何企

業、  

 公司、合夥商號或非法團營運企業，在其為合夥人、董事、

監事或經理的期間內任何時候遭撤銷商業登記或牌照，該

撤銷的詳情，包括該項登記或牌照遭撤銷之日期、撤銷的原

因、後果及當前的狀況； 

 

(q)  若其曾在任何時候因為任何適用法例、規則或規定又或被 

 任何主管機關判定不合資格擔任或視為不適宜擔任企業、

公司或非法團營運企業的董事、監事或經理，又或不合資格

參與管理或經營任何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企業的業務，

則有關取消資格或判決的詳情； 

 

(r)  除法例禁止作出披露外，其受管轄的任何司法、監管或政 

府機關所作任何調查的詳情，包括調查機構、調查性質及調

查事宜； 

 

(s)  若其曾在任何時候遭拒絕接納為任何專業組織的成員或遭 

 其當時或曾經所屬的組織譴責或懲處，或遭取消該組織的

會員資格，又或曾在任何時候持有須受特別條件限制的執

業證書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專業證書或牌照，則該拒絕、譴責

或懲處行動、取消資格或特別條件的詳情； 
 

(t)  若其現時是或曾經是三合會或其他非法組織的成員，則有 

 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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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除法律禁止作披露的情況外，若其現時正(i)遭任何證券監管

機關（包括香港收購委員會或任何其他證券監管委員會或

小組）提出或展開任何調查、聆訊或法律程序，或(ii)涉及有

關指稱其違反或曾經違反任何證券法例、規則或規定的任

何司法程序，則該調查、聆訊或法律程序的詳情； 
 

(v) 除法律禁止作披露的情況外，若其曾為當前任何刑事法律程

序的答辯人，而涉及的罪行對評估其品格或誠信是否適合擔

任發行人董事或監事可能屬重要因素，則該法律程序的詳情； 
 

(w)  本公司證券持有人需要知悉的任何其他事項；及 
 

 (x)  若並無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而

披露的資料，則作出表明此意的適當的否定聲明。 
  

註：   所有董事在任期間必須促使及╱或協助本公司遵守上市

規則第13.51(2)條及第13.51B條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

立即通知本公司上列第2c(a)至(w)段所述資料，以及上列

所述資料的任何變動。 

 

此外，董事即時通知公司秘書部上述第2c(h)至(v)之任何資料變

更是非常重要的，因本公司必須通知聯交所及就更新的資料刊

發公告。 

 

再者，在促使及╱或協助本公司刊發有關資料（不論是按《上市

規則》第2.07C 條在公告上刊發還是在年報或中期報告內刊發）

時，有關董事必須就有關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如董事離職或退任，公告中也必須披露該董事呈辭或不膺選連

任的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其與董事會有不同意見的任何資料，以

及說明是否有任何其他事項需要通知上市公司證券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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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事之聯絡資料如有任何改動，煩請亦盡快通知公司秘書

部。 

 

表格： 董事變更(委任/離任/調職/退任) (附件九a) 

    更改現任董事資料 (附件九 b) 

 

就其他附屬公司董事或集團合營公司代表而言： 

 

為使各董事/代表充份發揮當其國內合營公司或附屬公司的董事

/代表責任，以本集團之利益作大前題，請各董事/代表能按時出

席有關會議和作出適當的行動，維護本集團在此合營公司或附屬

公司之利益。 

 

各董事亦應有忠誠的態度去執行集團公司給予的工作或職務，及

不應披露或洩露任何重要機密資料及/或與工作職務/業務有關

的商業秘密予第三者或競爭者。如董事/代表對以上有任何疑問，

可向首長寶佳有關專業部門徵詢意見，根據個別情況予以協助。 

 

e.  披露內幕消息之責任 

本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有責任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

保有妥善的預防措施防止違反披露規定。本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

理層人員須遵守規定於持續披露責任政策中的指引，該政策已於

2011 年 3月 28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採納及其修訂版本於 2013年

1月 28日已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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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利益衝突／本集團有關連人士之披露 

 

董事/代表絕對不能參與或擁有與其當董事職務的公司有利益衝

突的私人業務或投資。有關董事/代表應申報任何實在或潛在的利

益衝突。 

 

遇到業務上重大決策問題，董事/代表應與首長寶佳有關專業部門

人士商討，並得到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的拍板後，按集團規定執

行決策。 

 

本公司董事(包括其家屬，親戚和關係緊密的朋友)於董事會議中

須申報其於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約直接或間接擁有之重大利益(如

有)。有關董事須在本公司的董事會投以棄權票或退席有關會議

(如需要)。  

 

有關董事，如他們擁有本公司之利益，應提供有關利益之性質和

程度(包括其於交易中與對方之關係)予董事會。  

 

上述披露要求也適用於所有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其

代表人。 

 
有關員工須向管理層申報利益，可填寫「利益衝突申報表」(附件
十二)作為申報渠道。 

 

       就其他員工而言 

 

所有員工除了要遵守根據入職時各附屬公司或集團公司分派之

「員工手冊」的規則外，亦應留意及遵守以下各點：- 

 

1. 內幕消息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II 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第四

分部證券權益(內幕交易)條例》規定，如任何僱員或附屬公司的董

事或僱員因在該公司或該附屬公司的職務或工作而擁有與本公

司的證券有關並可影響股價的未經公佈內幕消息，該等人士均禁

止買賣本公司的證券。特別是經常接觸或處理集團公司的董事長

及董事事務的秘書或私人助理會有很大的機會獲悉此等內幕消

息時，均須保密及不能利用此等消息或向共同受託人或其他人士

披露此等消息或資料在市場買賣證券，從中獲利或利用任何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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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從中讓他/她或他人得益。如進行內幕交易，將觸犯刑事罪行，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港幣 10,000,000 元及監禁 10 年

或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港幣 1,000,000元及監禁 3年。

註: 如屬其他地方工作(包括國內)之員工亦應根據以上之證券條

例規定進行有關公司的證券買賣。 

 
2. 提供禮物及應酬 

 

  本公司致力確保在經營業務時，不受不適當的影響。在送贈及接

受商業禮物及應酬時，我們應作出正確的判斷，並奉行適可而止

的原則。商業禮物及應酬的支出必須經過適當的審批，須填妥「饋

贈禮物及提供招待(包括用膳)申請表」(附件十一 a)。當饋贈禮品

及提供招待後，若需報銷時，可填寫「支出報銷申請表」(附件二

十三)。若董事以信用卡支付，則需填寫「公司信用卡支出明細表」

(附件二十四)。有關紀錄(包括發票/收據正本，惟信用卡消費存根

/持卡人收據不可視為正式記錄)應放在首長寶佳及其附屬公司之

財務部(視乎情況而定)存檔。 

 

  禮物 

 

(i)   接受禮物及利益 

 

根據香港《香港法例第 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 9條，僱

員(包括董事)未經僱主的批准均不得從工作中收授或索取私

人利益。此利益包括金錢、饋贈、貸款、費用、報酬、佣金， 

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種類的其他財產、受僱

工作、合約、服務及優待等等。特別是僱員常有機會代表公

司與客戶、供應商/承辦商洽談生意的時候會遇到這個情形，

均可以根據附件十之申報渠道徵詢意見，或禮貌地拒絕接受

客戶給予的利益，除非是正當及非金錢價值的利益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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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應客戶邀請參與任何宴會或應酬，乃屬正常的業務及社

交行為，但遇到過多或頻密的招待時，僱員應予以拒絕及徵

詢上級的意見才出席。 

 

如董事或僱員收到客戶、供應商及承辦商送贈之任何禮物，

而該禮物並不屬於象徵價值的宣傳或推廣禮品，須填妥「接

受禮物申請表」(附件十一)向首長寶佳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

理遞交，而取得負責處理行政事宜之副總經理/經理批示處理

該禮物之辦法後，獲贈禮物之僱員亦會收到人力資源及行政

部經理發出處理該禮物之確認函，以達至互相監控之作用；

例如：該等禮物可留待日後公司聚餐作為抽獎之用；或如需

即時享用之禮物，亦會按該副總經理/經理指示妥當地處理。 

 

董事或僱員應避免過度及經常收受禮品，除於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及聖誕節獲贈節日賀禮，或於特別場合中獲贈禮物，

禮物本身屬於象徵性或非現金價值，例如：宣傳或廣告等禮

品，惟獲贈禮品的價值亦不可超過港幣 500元(參照《接受利

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 

所有僱員(包括董事)均禁止賄賂任何客戶、供應商及承辦商

以獲取任何業務往來。 

 

註 : 於其他地方工作(包括國內)之員工應根據當地適用之

法例及規則和有關商業道德或商業慣例行事，但他們

的工作不應與集團有任何競爭或利益衝突。 

 

根據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89條，任何人士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財物，即有機會

觸犯行賄罪。 

 

與此同時，若公司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

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回扣、手續費，若行賄情節嚴重，

則公司亦有機會構成單位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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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送贈禮物 

 

在經營任何現時/有潛力的業務時，基於禮節及以商務合作為

前提下建立關係，將有機會在恰當的時候向公司的商業伙伴

提供禮物或招待。 

 

因此，只有首長寶佳管理層(包括董事)及附屬公司董事有權

力送贈禮物。然而，送贈禮物時，必須按照一般政策如下： 

 

  (a) 不應過度及經常送贈禮物，這些情況只限於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及聖誕節送贈節日賀禮，或於特別場合中饋贈，或禮

物本身屬於象徵性或非現金價值，例如：宣傳或廣告等禮品，

惟所送贈禮品的價值亦不可超過港幣 500元(參照《接受利益

(行政長官許可)公告》)，也應盡量避免饋贈禮物予公共機構。 

 

 (b)   饋贈禮物時，必須強調是饋贈給收受饋贈之公司(外部)而非

個別人士，和附有公司標誌的禮物。沒有公司標誌的禮物並

不鼓勵。 

 

  (c) 應酬活動應以提供公司層面而非提供個人為優先。就這兩種

情況，該等活動必須是相關於公司的合理商業利益及目的。 

 

  (d) 由於本地價格的水平及適當的地點會就不同情況而變更，故

就有關商業應酬而預先支付及固定消費限額實際上並不可

行。然而，該等活動的價值、次數及類別不應過多，所以應

盡量避免經常出席。 

 

  (e)  若送贈禮物或提供應酬予政務人員或官員及公共機構，這些

特殊例子須確保符合有關法例。 

 

  (f) 若往來機構就接受商業禮物及應酬訂立更嚴謹的限制或禁

止，我們應遵循其標準。 

 

   (g) 禮物及應酬的費用不得分拆為細份(包括禮物的總價值或重

覆的送贈)而造成禮物的價值變成象徵性。 

 

  (h) 饋贈禮物/應酬活動之收據/發票正本及副本(信用卡消費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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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收據不可視為正式記錄)，應分別提交予首長寶佳財

務部及人力資源及行政部或附屬公司相類性質部門（根據情

況而決定）存檔。 

 

  (i) 本部份不包括附有本公司商標及/或名稱之宣傳或廣告。 

 

  (j) 如有懷疑，僱員應根據「申報渠道」(附件十)向其上級/主管

諮詢。 

 

  應酬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款待」指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

或飲品，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雖然

招待是一般業務上可以接受的商業及社交活動，但董事或職員應

拒絕接受與本公司有事務往來的人士（如客戶、供應商或承辦商）

或其下屬所提供過於奢華或頻密的招待，以免對提供招待者欠下

恩惠(例如向客户提供有利的測試報告)。為保持公正無私，除了在

非常特殊情況下，職員(尤其是負責驗收工作的職員)不應接受由

被檢驗的機構所提供的免費飲食∕招待。 

 

 註 : 於其他地方工作(包括國內)之員工應根據當地適用之法例及

規則有關商業道德或商業慣例行事，但他們的工作不應與集

團有任何競爭或利益衝突。 

  

任何人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9條所訂的罪行，一經定罪，最

高可被判 50 萬港元及監禁 7年。 

 

除了以上所述條例外，我們的公司在內地營運時，亦須遵守當地

反貪法例及反賄賂條例並可參考《「守法誠信」粵港中小企業防貪

指引》行事。 

 

註：有關提供應酬（包括酒水及小費）的費用按以下上限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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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首長寶佳 

級別     上限及規定 

首長寶佳董事   HK$1,500/人均 

副總經理    HK$1,000/人均 

部門主管    HK$500/人均 

 

適用於國內公司  

級別     上限及規定 

總經理                  RMB600/人均 

副總經理                RMB450/人均 

 

國內公司之管理級人員(即總經理、副總經理、總監)及銷售人員

或其他授權人士應按當地的生活指數和消費模式設下上限及規

定，唯應不可超過上述級別的上限及規定。 

 

惟於特別情況下，如基於禮節上的需要將酬酢的層面升格或公

司舉辦盛大的酬酢活動，則另作別論及需另作申請批核。 

 

3. 利益衝突之匯報渠道 

 

 如僱員遇到與公司的事務發生利益衝突的情況，應盡量避免此等

衝突或盡快向上級(根據附件十之申報渠道)披露此等情況，並填

寫「利益衝突申報書」(附件十二)申報有關衝突。而「利益衝突申

報書」必須遞交予首長寶佳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及存置於有關

其個人檔案中。如屬董事，當發生利益衝突的情況，則需根據各

公司章程細則規定，在會議前或會議上披露其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董事應盡量避免此等情況的發生。若職員沒有避免或申報利益衝

突，可能會被指偏私、濫權、甚至貪污。 

 

利益衝突定義 

利益衝突是指董事或僱員的私人利益與公司的利益互相抵觸或

有所衝突。 

 

 「私人利益」泛指職員本身及與他相關的人士，包括其家人、親

屬及私交友好的財務及個人利益。 

 

  下列是一些常見的利益衝突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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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份參與採購工作的職員與其中一間獲考慮成為供應商或

服務提供者有密切關係或擁有該公司財務上的利益;或 

 

(ii) 一名獲考慮聘用或晉升的人士與負責招聘或晉升的職員有

家屬、親屬及好友關係。 

 

(a) 各僱員均不准披露任何與公司有關的機密資料或商業

秘密予第三者。 

 

(b) 僱員及其直系親屬均不可對供應商或客戶提供或接受

任何借貸。正常的銀行借款則除外。 

 

(c) 董事及僱員如欲兼任外間工作，不論是固定職務或屬

顧問性質，均須在接受僱用前，向上級或授權人士(申

報渠道(附件十)所列的階層)申請書面批准。 

 

(d) 董事及僱員應盡量避免經常與公司業務有往來的人士

進行任何形式的賭博，如打麻雀等活動，以避免有任何

利益衝突的事宜發生。 

 

(e) 獲授權管理或使用本公司資產（包括資金、財物（例如

實驗所儀器或消耗品等）、資料及知識產權等）的董事

及職員，只可將資產用於進行本公司業務的事宜上。本

公司嚴禁董事及職員將公司資產作未經許可之用途，

例如濫用資產以謀取私利。 

 

(f) 僱員均不可製造虛假、錯誤的賬目以圖獲利或利用虛假

文件欺騙僱主，一經查出，可要接受內部紀律處分或即

時解僱，或將有關個案給予政府有關部門調查。屬其他

地區(包括國內)工作之員工，若觸犯了上述罪行，他/她

將按當地之法律規定受到處罰。如屬嚴重案件，有關公

司將會通知並呈交至有關政府部門以作處理。而實際上

任何公司董事或僱員偽造文件或提供虛假會計記錄(包

括但不限於發票/繳費單/付款單意圖濫用公司資金)，意

圖欺騙公司，即觸犯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 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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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據《盜竊罪條例》，凡任何僱員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

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不誠實地:- 

 

(i)  毀壞、污損、隱藏或揑改任何帳目，或為會計用

途而製備的紀錄或文件，或需要作為會計用途的

紀錄或文件（包括但不限於以電腦所儲存的記錄）；

或 

 

(ii)  在提供資料作任何用途時，提出或使用任何他知

道在要項上是或可能是誤導、虛假或欺騙的帳目

或任何上述的紀錄或文件，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

定罪後，可監禁 10年。 

 

4. 持續披露責任政策 

 

為了促進公平、透明度、問責和責任這幾個方面(該等全是良好企

業管治的要素)及配合《公司條例》和法定編纂之公眾上市公司在

公開披露股價敏感資料之要求，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持續披露

責任政策(附件十八)已被採納及向本集團之董事及員工在作出

披露要求的同時，履行他們在《上市規則》及有關法律與法規的

責任提供有關指引。 

 

根據《2012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該項法定披露規定載列

於《證券及期貨條例》新增的第 XIVA 部，已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上市發行人須在知道任何內幕消息，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向公眾披露該消息。上市發行人每一名高級人員均須不時採

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有妥善的預防措施防止違反披露規定。

「高級人員」就某法團而言，指「其董事、經理或秘書，或其他

參與其管理的人員」。 

 

 如果在上市發行人及/或其董事未能及時披露有關消息，則該公司

及其董事個人可能須向香港政府支付規定之最高罰款達港幣

8,000,000 元及該董事須停止擔任董事職位（最長可達 5 年之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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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市場傳言和沽空的應急計劃 

 

當針對本公司的市場傳言及發生沽空的情況下，為確保本公司的

證券在公平、有序、透明度及資訊流通的市場交易；本公司董事

會為了應對該等事宜制定了應急計劃(見附錄二十)，建立相關措

施，從而減輕有關市場傳言及沽空對本集團造成的負面影響。 

 

6. 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和監控政策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若干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須遵守披露

規定，而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每年均須由獨立非執行董

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和核數師審核。此外，內部審計師須查這些

交易和內部監控程序，並將結果提呈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協助彼等

進行年度審查。委任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協助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識別及匯報潛在的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此關連交易和持

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和監控政策（以下簡稱「該政策」）之目的是制

定內部監控程序以及關於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合規要求以

及各相關方的角色(附件二十七)。 

   

7. 其他 

 

(a)  個人資料保障 

   

為了嚴格遵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示對私隱的尊重，

除了人力資源及行政部及公司秘書部外，其他人士或公司不得

收集董事（適用於公司秘書部）及員工的個人資料，收集資料之

程序如下： 

1. 確保循正當及合法途徑收集個人資料； 

   2.確保在符合個人資料條例及合約責任的情況下使用個人資料； 

3. 確保個人資料獲適當保護同時只供認可人士使用； 

  4. 未經資料持有人同意之前，不得給予第三者人士使用、披露或

作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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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所有董事及僱員須嚴格遵守《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其他有關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條例及規定(對國內員工而言)，致力保障

顧客的個人資料。該等資料只可適當地用於獲授權的業務運作，

並只供有合法知情權的僱員查閱。 

 

如任何人士未經同意取閱及濫用非個人的資料，一經查出，會接

受紀律處分或即時解僱。如屬嚴重案件，有關公司將會通知並呈

交至有關政府部門以作處理。屬其他地區(包括國內)之員工亦須

按當地適用之法律(例如：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嚴

格遵守保護其他人的個人資料。 

 

(b)  禁止在直接促銷使用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VIA部 – 在直接促銷使用個人

資料及提供個人資料以供用於直接促銷，為限制公司之任何人

士提供其他個人資料進行直銷，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資料使用者不能提供任何公司董事或員工或其附屬公司的個人

資料給他人用於直銷促銷。如果資料使用者未能遵守上述條

例，資料使用者將受到內部紀律處分或即時解僱及他/她可能將

觸犯刑事罪行而須罰款高達港幣 1,000,000元及長達 5年的監

禁。 

 

 (c) 財產使用/版權之保障 

 

(i) 董事及員工(包括國內員工)不得隨便挪用公司之資產、資料

或任何商業上的訊息作私人用途或出售予任何其他人。另

外，掌管電腦系統的員工亦不得在未經許可下利用自己的

專業知識查閱有關公司在電腦儲存的資料，一經查出，會接

受紀律處分或即時解僱。如屬嚴重案件，有關公司將會通知

並呈交至有關政府部門以作處理。掌管電腦系統的員工亦

必須採取足夠保密措施，以防該等資料遭任何授權人士濫

用或誤用。  

 

(ii) 嚴禁所有董事及僱員未經參與公司之董事會批准，擅取或

轉售公司財物。所有公司財物，包括公司主機、小型電腦系

統、數據網絡、電腦軟件或器材等，只可用作進行與公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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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有關或其他由所屬公司管理層准許的用途。 

 

(iii) 董事或僱員未得特別授權，不得更改任何器材、設施或已安

裝之軟件，或研發任何未經有關公司的相關授權人士批准

的應用程式。在使用個人電腦時，僱員應採取適當的保安措

施，並只可使用由本公司規定的供應商所提供的個人電腦

軟件。使用所有電腦軟件，使用者均須嚴格遵守香港《版權

條例》的規定或按僱員所在當地適用的法例所監管。 

 

(iv) 董事及僱員不得瀏覽未經許可的任何網址，或下載、以電郵

方式發送、儲存或列印任何對他人不恰當、不敬或令人反感

的資料。此外，集團的電郵系統應主要作為公事用途。集團

對僱員所有電郵通訊及互聯網的使用情況，均保留監察權

利。 

 

(v) 作為電腦使用者，在本集團之僱員須注意以下各點： 

 

(1) 未經主管/其他授權人士批准，切勿複製或修改安裝

於辦公室電腦的軟件。複製或改編軟件程式可能會導

致違反特許條件，構成侵犯版權行為。  

 

(2) 切勿把獲批特許供員工個人使用的軟件安裝於辦公

室電腦(不論供辦公室或個人使用)。  

 

(3) 未經本公司的主管/其他授權人士批准，切勿攜帶私

人電腦到辦公室以執行辦公室的工作。  

 

(4) 切勿攜帶軟件(即使正版軟件)到辦公室以執行公司職

務。  

 

(5) 切勿複製安裝於辦公室電腦的任何軟件供員工個人

使用。  

 

(6) 未經本公司的主管/其他授權人士批准，切勿從互聯

網下載任何軟件(包括“免費軟件”、“共享軟件”、“桌

布”、“聲音檔案” 或 “屏慕保護程式”)安裝於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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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不論供辦公室或私人使用）。 

 

不過，假如使用公司提供的平行進口電腦軟件，而該等作品

是在製作地方合法地製作的，則不會構成任何刑事或民事法

律責任。 

 

除非已向版權擁有人取得有關特許是符合相關版權法律/條

例/規定，否則各員工不得複製版權作品(包括書本、雜誌、報

章、期刊或其他刊物)，以供在本公司的業務過程中使用，例

如定期複製報章內的文章分發給員工、複製書本部分篇章作

為工作項目的參考資料等。此外，不得攜帶任何作品的侵權

複製品到辦公室以執行公司職務。如已取得特許，則應嚴格

遵守特許的條款。複製下列各類物品時請參考以下範圍： 

 

(1)   書本、報章、雜誌、期刊和其他刊物 

 

(2) 電子複製品 

 

複製並非單指製作影印本。掃描、把資料存入硬磁碟或

其他電子或光學媒體(例如光碟、記憶卡、記憶棒)，以

及以傳真方式傳送資料，均屬複製行為。上述複製活動

須經版權擁有人授權方可進行。 

 

(3)  互聯網資料 

各員工可向他人傳送互聯網的網址(例如在信件、便箋

或電子郵件內引述有關網址)。不過，須注意的是，互

聯網上的版權作品同樣受版權保護。未經版權擁有人批

准而擅自列印該等資料，即屬侵犯版權。永久或暫時儲

存 (不包括網頁瀏覽器以快取記憶體自動儲存)該等資

料於硬磁碟內(例如從網站下載資料以製作電腦投影月

作簡報之用)，屬侵犯版權擁有人權利的作為。作出上

述行為之前，必須事先得到有關網站管理人的批准。 

以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分發，也屬分發作品複製品的作為。在

未經版權擁有人授權的情況下，透過以下設施向他人提供版

權作品複製品即屬侵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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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聯網(例如把報章文稿的掃描複製品上載至公司的內聯

網供員工取用)；或 

- 互聯網(例如把雜誌的評論文章上載至公司的網站作宣傳

用途)。 

當透過上述途徑分發他人作品的複製品時，須取得版權擁

有人的批准。 

(vi) 董事及僱員均有責任保護、並保密處理個人密碼及所有與網

絡接連而取得的資料。如發現有未獲授權人士企圖獲取敏感

及保密資料、進入公司機密地方或登入公司的電腦及內部資

訊系統，應立即向管理層或人力資源及行政部報告。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工作的員工應遵守符合當地

/本地相關保護財產的使用/版權之規定及條例。 

 

(d) 迅速回應事故和通報的責任 

 首長寶佳致力就可能對集團或他人構成損害的業務及工作相

關情况，如緊急事故、意外、違規或其他無法預期的事故作

出迅速回應。並要求員工遇事時立刻通知上級或更高級的管

理人員，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免造成破壞或損害。上述情

况包括一切可能導致以下結果的事故：受傷、疾病、人命損

失、對財產或環境造成破壞、觸犯法律或其他適用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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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遵守監控指引 

 

 1.   遵守監控指引的責任 

暸解及遵守監控指引的內容是各位董事及僱員的個人責任。各部門/

附屬公司之管理人員亦須確保其下屬充分明白及遵守監控指引所訂

的標準和要求。 

 

 2.  違反後果 

任何人違反監控指引，均會受到紀律處分，包括終止聘用。如公司懷

疑該違規事項涉及其他刑事罪行，將會向有關部門舉報。 

 

3.  投訴途徑 

本公司的投訴途徑是絕對開放的。任何人士，包括所有股東及有意成

為股東的人士、客戶及消費者、供應商、承包商、集團所有董事及僱

員，均可各向公司作出投訴。如對本監控指引有任何查詢或欲對懷疑

違規行為作出舉報，應根據附件十三所列的渠道向授權人士提出，以

便作出跟進。公司會採取公正而有效率的態度考慮及處理各項投訴。

所有投訴資料均絕對保密。 

 

  註: 投訴者可因應各項投訴的嚴重情況選擇合適的渠道提出。 

 

4. 舉報政策 

舉報政策（附件十九），通過以保密形式向審計委員會提出任何與本

集團有關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的關注。 

 

 「舉報」是指員工在嚴重關注任何他/她已察覺或懷疑本集團已經或

可能已經牽涉的失當行為之情況下，決定作出舉報，本政策是鼓勵員

工(以一個負責任和有效的態度，而不是忽視問題或向外告密)向公司

內部提出一些嚴重關注事宜。本政策的內容適用於本集團所有員工，

在若干程度下亦適用於對外人士。 

 

 舉報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a)  違反任何法律義務規定 

(b)  刑事罪行，違反民事法律和司法不公 

(c) 有關內部監控、會計、審計和財務事項的失當行為、不當、不    

誠實或欺詐 

(d) 賄賂和不當操守 

(e) 對個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危害 

(f) 對環境造成的損害 

(g) 損害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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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違反本集團的規則和規章 

(i) 可能損害本集團地位的不當操守或不道德的行為 

(j)  在本集團的工作場所做出帶有歧視的行為 

(k) 故意隱瞞任何上述事項                                    

員工可親身舉報或以書面形式(包括他/她姓名、事件詳情及證據支持

(如有)。隨附一份舉報表格樣本(附件 I)列載於附件十九，以供參考。 

     

5. 防止職場性騷擾政策 

採納防止職場性騷擾政策（附件十九 a）用以對集團內發生的性騷擾

及其他不雅行為提出關注，並提供有效的投訴機制。如性騷擾發生，

並欲作出正式投訴，附件十九 a的申訴表（附件 I）可供參考。除了

這項政策外，本集團的僱員應遵守「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所

列明有關性騷擾的規定，並應遵守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指引，例如「性

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及「防止及處理性騷擾」。 

                                                              

6.   風險評估程序 

為遵守上市規則有關風險管理和內部審計職能的要求，並確保管理層

根據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核心業務單位／部門將面對不同風險

所潛在的影響及可能性，和成本/費用/損失影響可以足夠地在定性的

基礎上評估承受風險程度及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附件十七)，管理

層應採納一套具有正式紀錄的風險評估程序。每年最少定期開會兩次，

大約每半年一次，董事會成員連同上述實體的財務及營運或其他職能

部門的管理層參與該等會議。在董事會的邀請下，其他人士如內部審

計人員或執行內部審核功能的專業公司之代表可出席會議。召開該等

會議之目的是審查及商討主要業務單位的現況，包括但不限於各業務

單位所面對的風險。 

 

此外，除兩次定期會議外，如有突如其來而且風險性極高的事件發生，

亦須召開臨時會議處理涉及風險的相關事宜。 

       

風險評估會議召開後，須要跟進有關解決或減低風險之建議及相關負

責人士必須填寫「跟進報告表」(附件十七 a)並在下一次風險評估會議

時討論有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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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環保政策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已經成為全球趨勢，並繼續推動更大的企業透
明度、可持續性和責任。本集團充份地意識到其經營業務對環境的影
響，同時也肩負着保護環境的企業責任。因此，本集團承諾會主動地
保護環境，及遵守其經營業務之所在地香港和中國環保法律、規則及
規定。 

 

我們在生產線及辦公室上採取減少、重用和回收原則以減少廢物和有
效使用能源和資源。 

 

我們已在生產線及辦公室上實施各種措施以減少用紙、水及電的消耗。 

 

在實施此政策時，我們努力: 

➢ 遵守所有相關監管環保的要求; 

➢ 改善和監測環保績效; 

➢ 改善和減少對環境影響; 

➢ 在作出業務決策時考慮環境的因素;及 

➢ 增加員工的意識和培訓。 

 

只要在使用電器、照明和設備方面採取一小步行動，便可令能源消耗
有巨大變化。因此，本集團的所有僱員應參與實施此環保政策，以達
致良好的公司管治和改善環境績效。此政策將每年進行審閱和更新。 

 

(a) 打印紙 

在生產線及辦公室上，員工須使用以下方法減少用紙： 

 

1. 使用紙張的兩面和調整頁邊邊界: 為善用紙張，使用雙面複

印和調整頁邊邊界和字體大小。 

 

2. 碎掉和重用不再使用的紙張: 碎掉不再使用的打印紙，取代

連同生活廢物一位棄置，並交由合資格的處置公司妥善處置。 

 

3. 重用信封: 保留和重用信封。 

 

4. 避免彩色打印: 減少彩色打印和複印，以節省更多的墨水。 

 

5. 購買可補充裝的碳粉盒和墨水盒: 購買可補充裝的碳粉盒和

墨水盒，以避免更多的金屬或塑料盒棄置到垃圾堆填區。 

 

  



  90 

(b) 出差公幹 

為減少本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僱員採取以下措施： 

 

1. 減少出差公幹: 只要在可行的情況下，減少出差的需要和限

制非必要性的出差。 

 

2. 儘可能使用視像會議/電話會議: 較樂於使用出差公幹的代

替工具，如視像/電話會議。 

 

 

(c) 辦公室設備 

購買環保辦公室設備大大有助於減少棄置至垃圾堆填區的廢物。
本集團每間公司應採取以下措施: 

1. 購買環保設備: 優先購買環保文具及辦公室設備。停止購買和使

用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文具和辦公室設備。 

 

2. 安裝有開關掣的插座: 應安裝有開關掣的插座。僱員離開辦公室

時應關掉有開關掣的插座和關掉所有不在使用用電裝置或電器。 

 

3. 回收電子廢物: 廢電話、電腦、打印機及其他設備應送至註冊回

收公司處置。 

 

4. 使用發熱電器: 在香港辦公室，發熱電器只容許於冬天(由 11 月

至 2 月)在特定工作區域及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或室內溫度

在攝氏 15度或以下才可使用。然而，鼓勵僱員攜帶外套，以確保

他們保持舒適。 

 

5. 放置廢物分類回收箱: 僱員應把垃圾棄置在不同的廢物分類回收

箱，其他不能回收的生活廢物則需棄置在現有垃圾筒內。 

 

6. 使用可更換的筆芯的原子筆: 當原子筆的筆芯用完後，提供可更

換的筆芯代替新原子筆。 

 

7. 使用可重複使用的餐具：拒絕使用一次性杯、碟，叉和其他餐具。

本集團每間公司應提供可重複使用的玻璃杯、碟和叉及其他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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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電腦及打印機 

如同其他電器一樣，電腦是主要的能源耗電設備。採取以下措施
能精簡電腦的效率和減少用電量： 

1. 關掉不在使用用電裝置或電器: 在非辦公時間或離開工作間

時應關掉電腦、電腦顯示屏及個人多功能打印機(如有)，以減

少耗電量。最遲離開辦公室的僱員應檢查並關掉所有辦公室

區域的照明。 

 

2. 購買高效節能設備: 購買高效節能的電腦顯示器、電腦和打

印機。 

 

3. 設定電腦備用或休眠狀態的預設時間: 所有電腦應設定備用

或休眠狀態的預設時間，當電腦處於閒置的時候，切換電腦

至靜止或休眠設定模式及關閉電腦顯示屏。各公司的電腦技

術管理員將配合各電腦使用者設定理想關閉電腦顯示屏靜

止和休眠設定模式的預設時間，以減少耗電量。但若使用者

沒有特定要求，靜止和休眠設定模式的標準時間會分別設定

為 15分鐘和 60分鐘。 

 

(e) 照明 

1. 提示貼紙: 在主要電源開關掣附近會貼上「節約能源」的貼紙，

以作提示。 

 

2. 於午飯時間關掉部分照明: 於辦公日由下午一時零五分至一

時五十五分期間，只會保留配合安全、保安或其他特殊用途

所需的照明設備的區域。建議個人辦公室區域的佔用者在同

一時段或外出工作時關掉照明，如佔用者不在辦公室，相關

秘書應負責關掉（適用於總部）。  

 

3. 使用高效節能燈泡：使用高效節能 LED燈代替電燈泡。 

 

(f) 水 

1. 提供桶裝水: 為員工提供桶裝水取代樽裝水。 

 

2. 供水設備的日常維護: 一旦供水設備損壞，應儘快透過人力

資源及行政部通知物業管理處進行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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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行動外，本集團會持續在生產線及辦公室安裝更環保的機械
和設備，以改善我們的環境績效，同時推廣職業安全健康的意識，並

不時向僱員提供相關的環境和職業安全健康培訓。 

 

僱員應減少使用抹手紙巾及注意職業安全健康，勿長時間注視電腦螢
光幕，每小時應讓眼睛休息十分鐘。僱員亦應在丟棄廢物前，須根據
廢物回收箱上的指引進行有關清洗步驟。 

 

總括而言，我們可以通過實施及採取上述政策、程序和行動管理對環

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以有效和高效的方式使用資源至最大程度。 

 

8.   股息政策 

         股息政策（见附件三十）在 2018年 12月 18日採納並於隨後不時修

訂，制訂了董事會在決定是否建議從利潤中分配股息及每股分配的

股息金額時應遵循的標準規則和指引。 

 

9.   執行監控指引的程序 

 監控指引的內容可適當並充分地傳達給管理層以及各級不同部門的

員工對於維持內部管理和監控環境來說是關鍵和必要的。 

 

1. 此監控指引會不時更新，以符合有關條例、法規和規則之修訂

及本集團的組織變更。來自不同的部門的意見，包括總部之公

司秘書部、財務部和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的意見將被收集並納入

監控指引內。然後，經修訂後的監控指引將送遞予董事會以審

閱和批准。 

 

2. 在董事會批准採納有關經修訂的監控指引後，我們將發送監控

指引(訂裝版)予管理層和指導他們指引和政策之主要變更及應

怎麼落實以應對該等變更。各業務單位的總經理和總部各部門

負責人需要通過文書或其他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傳達此消息

給其員工。 

 

3. 為了促進上述信息的溝通，本公司在將不時安排培訓和課程給

本公司的內地管理層，尤其是負責執行政策/指引的人員，以及

強調該經修訂政策/指引的重要性。培訓和課程可能在採納經修

訂的監控指引之後的季度舉行。我們將確保管理層或其相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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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受邀請並鼓勵他們於培訓和課程期間提出問題。 

 

4. 本公司將要求內地管理層建立任何內部規則/指引以符合監控

指引上的變更。 

  

最後，請留意集團將不時作出本守則之更改，以符合有關條例、法規之

修訂。 

 

 



 
 

  

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TD. 

Appendix 1 
附件一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Category of Asset: 
資產類別: 
 
Serial Number 

of Asset 
資產編號 

Type of Asset 
資產名稱 

Brand Name 
品牌 

Model 
型號 

Date of 
Purchase 
購買日期 

Location 
位置 

Cost 
成本 

Rates of Annual 
Depreciation %
折舊年率 %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累計折舊 

Net 
Book Value 
資產淨值 

          
          
          
          
          
          
          
          
          
          
          
          
          
 

List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物業、廠房及設備名冊 

 
 



Appendix 2 

附件二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                             

 

Name of the Applicant  Signature of  

regarding the purchase ： the Applicant： 

有關購買物品的申請人名稱：                    申請人簽署 ：                    

 

The proposed purchased goods details： 

建議購買物品的資料 ：                                                        

 

Acknowledged and reviewed by ：                      Date：                 

確認及審核       ：                      日期：                           

 

  

 

 

  Purchase 購買   Disposal 出售   Written Off 報廢 

 

 

Recommended 

建 議 

 

Purchase 購買 

 
Type/Description of Asset  

which to be purchased 
擬購買資產名稱/敍述 

Estimated 
Amount 
預算金額 

Quantity 
數量 

Total Amount 
總數 

Details of Vendor 
賣家資料 

 HK$/RMB 
港元/人民幣 

 HK$/RMB 
港元/人民幣 

 

     

     

     

 

Reason： 

原因  ：                        

                            

    
 
Note：The asset applied for Production or Administration with an estimated useful life of more than a year and its 

value is over HK$6,000 or RMB2,000 (per each asset) would be defined a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註：  用於生產或行政管理的物品，而其預計可使用年限超過一年及其價值超過港幣 6,000 元 或人民幣 2,000 元 (每
件計) 者均界定為物業、廠房及設備。 

 

 

 

 
- Continued 續 -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pplication Form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理申請表 

 



 

Disposal 出售 

 
Type/Description  

of Asset  
which to be sold 

擬出售資產 
名稱/敍述 

Serial 
Number    
of Asset 
資產編號 

Date of 
Register of 
the Asset 

資產 
登記日期 

 
Year of 

Purchase 
購買年份 

 
Original 

Price 
原購買  成

本 

Net 
Book Value 
賬面淨值 

Proposed 
Selling 
Price 

擬出售價 

 
Details of 
Purchaser 
買家資料 

    HK$/RMB 
港元/人民幣 

HK$/RMB 
港元/人民幣 

HK$/RMB 
港元/人民幣 

 

        

        

        

 

Reason ： 

原因  ：                                                                        

                                                                                  

 

 

Written Off 報廢 

 
Type/Description of Asset   

which to be written off 
擬報廢之資產名稱/敍述 

Serial Number    
of Asset 
資產編號 

Date of Register 
of the Asset 

資產登記日期 

Year of 
Purchase 
購買年份 

 
Quantity

數量 

Net Book 
Value 

賬面淨值 
     HK$/RMB 

港元/人民幣 

      

      

      

      

      

      

      

      

 
Reason ： 
原因  ：                                                                        
                                                                                  
 
 
Notes ： 
註   ： 
 
1. Please consult with Finance Department if it is una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product (which will be 

disposed or written off) i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如各員工未能確定要出售或報廢的資產是否屬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可向財務部人員查詢。 

 
2. Please enclose the quotation (if any) in the case of purchase. 

如屬購買，請附報價單 (如有)。 

 
       Verified by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Applicant ： Department ：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審核 ：                            

Date： 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pproved by：     Approved by： 

批准 ：                      批准 ：                                 

Deputy General Manager (in charge of        Directo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General Manager      董事 

副總經理(負責日常行政運作)/ 總經理       

 

Date：   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nd 完 - 



附件三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第一部份 – 客戶資料  

  

客戶名稱：  成立地點：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公司持有人 (無限公司)：  住址電話：  

住址：  

主要業務：  

開業年期：  員工人數：  聯絡人及職位：  

 

第二部份 – 信貸資料 

 

往來銀行：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第三部份 – 信貸要求 

 

信貸額度：  信貸賬期：  

原因：  

  

  

  

  

附： 公司查冊資料  信貸評估報告 其他資料 

 

第四部份 – 批核 

 

申請人：  簽名：  日期：  

批准： 

 

       

新業务部銷售總監  鋼簾線銷售總監  滕州/嘉興东方財務

經理 

 滕州/嘉興东方總經理 

 

     

首長寶佳財務總監  首長寶佳副總經理（財務）  首長寶佳總經理 

 

財務部用：  

    

客戶編號： 

 

資料輸入： 

- End 完 - 

客戶信貸及賬期申請批核表 



 

Appendix 4 

附件四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Name of Company ：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fill i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hange ：  
請填上有關變動的資料 ： 

 

Name of Customer： Place of Incorporation：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 註冊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Fax ： Email： 

電話 ：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 

Owner of Company ： 

公司持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cipal Business ： 

主要業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ear of Commencement of Business：      No. of Staff ：     

開業年期      ：____________ 員工人數 ：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and Designation ： 

聯絡人及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Applicant ：       Date ：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use by Finance Department ： 

財務部用 ： 

 

Data Processing ：  

資料輸入 ： 

Customer Information Amendment Form 

客戶資料變動表 

 



 
 
 

  1 

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TD. 

Appendix 5  
附件五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Subsidiary：                     Date： 
附屬公司：                     日期： 
 
 
Aging Analysis of Trade Receivables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1 – 30 Days 31 - 60 Days 61 - 90 Days 91 - 180 Days 181 - 365 Days Over 1Year Total 
 1 - 30 日 31 - 60 日 61 - 90 日 91 - 180 日 181 - 365 日 超過 1 年 總計 
 HKD/RMB HKD/RMB HKD/RMB HKD/RMB HKD/RMB HKD/RMB HKD/RMB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港元/人民幣 
        
Trade Receivables
應收賬款 

       

 
 
 
 

- Continued 續 - 

Trade Receivables Aging Report  
應收賬款情況報告 

 



 
 
 

  2 

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TD. 

 
Details of Overdue Trade Receivables 逾期應收賬明細分析 
 
 
 
Name of Customer 

Overdue 
Amount 

Days of 
Overdue 

 
Follow Up Action 

客戶名稱 逾期金額 逾期天數 跟進工作 
 HKD/RMB   
 港元/人民幣   
 
 

   

 
 

   

 
 

   

 
 

   

 
 
 
 
 
 
 
 
 

- End 完 -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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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及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本守則」) 

  

本守則適用於本公司所有董事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特定人士

(「有關人士」)。 

 

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基本原則 

 

1.  欲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董事應先注意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II 第一、四及五分部及 XIV 部關

於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等的罪行第一、二及三分部及 XIVA 部  

披露內幕消息，所載有關內幕交易之市場不當行為及披露內幕消

息的條文。然而，在若干情況下，即使有關董事並無觸犯法定條

文，該董事仍不可隨意買賣本公司的證券。 

 

 列載於特定人士名單(「附件六 a」，本公司公司秘書將不時更新)

的其他有關人士，而他們被視為很有可能管有內幕消息，則應注

意本守則的條款，以及如同董事遵守一樣的遵守要求。倘若有關

人士不確定資料是否內幕消息，他／她應聯絡本公司公司秘書。 

 

2. 凡董事或有關人士知悉、或參與收購或出售事項（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 章界

定為須予公佈的交易、第 14A 章界定的關連交易，或涉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任何內幕消息者）的任何洽談或協議，該董事或有關人

士必須自其開始知悉或參與該等事項起，直至有關資料已公布為

止，禁止買賣本公司的證券。參與該等洽談或協議、又或知悉任

何內幕消息的董事或有關人士應提醒並無參與該等事項的其他

董事或有關人士，倘有內幕消息，而他們亦不得在同一期間買賣

本公司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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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如未經許可，董事或有關人士不得向共同受託人或任何其

他人士（即使是該董事或有關人士須向其履行受信責任的人士）

披露機密資料、或利用該等資料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士謀取利益。 

 

釋義 

就本守則而言： 

 

(a) 除下列(d)段所載的情況外，「交易」或「買賣」包括：不論是否

涉及代價，任何購入、出售或轉讓本公司的證券、或任何實體（其

唯一或大部分資產均是本公司證券）的證券、或提供或同意購

入、出售或轉讓該等證券、或以該等證券作出抵押或押記、或就

該等證券產生任何其他證券權益，以及有條件或無條件授予、接

受、收購、出售、轉讓、行使或履行現在或將來的任何期權（不

論是認購或認沽或兩者兼備的期權）或其他權利或責任，以收

購、出售或轉讓本公司或上述實體的證券或該等證券的任何證券

權益；而動詞「交易」或「買賣」亦應作相應解釋； 

 

(b) 「受益人」包括任何全權信託的全權對象（而董事或有關人士是

知悉有關安排），以及任何非全權信託的受益人； 

 

(c) 「證券」指上市證券、可轉換或交換成上市證券的非上市證券，

以及如《上市規則》第 15A 章所述，以本公司的上市證券為基礎

所發行的結構性產品（包括衍生權證）； 

 

(d) 儘管上述(a)段對「交易」或「買賣」已有所界定，下列「交易」

或「買賣」並不受本守則所規限： 

 

(i)  在供股、紅股發行、資本化發行或本公司向其證券持有人

提供的要約（包括以股份取代現金派息的要約）中認購或

接受有關的權利；但為免產生疑問，申請供股中的超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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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或在公開發售股份申請超額配發的股份則被視作為「交

易」或「買賣」； 

 

(ii) 在供股或本公司向其證券持有人提供的其他要約（包括以

股份取代現金派息的要約）中放棄認購或放棄接受有關的

權利； 

 

(iii) 接受或承諾接受收購要約人向股東（與收購者「被視為一

致行動」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的股東除外）提出

全面收購本公司的股份； 

 

(iv) 以預定價行使股份期權或權證，或根據本公司訂定的協議

去接納有關出售股份要約，而該協議的訂定日期，是在本

守則禁止進行買賣期之前所簽訂的；而預定價是在授予股

份期權或權證或接納股份要約時所訂的固定金額； 

 

(v)  購入資格股，而又符合以下條件：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

文件，購入該等資格股的最後日期是在本守則所載的禁止

進行買賣期之內，而該等股份又不能在另一時間購入。 

 

(vi) 本公司有關證券的實益權益或權益無變的交易； 

 

(vii) 股東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其持有的舊股，而其根據不

可撤銷及具約束力的責任認購的新股股數相等於其配售

的舊股股數，認購價扣除開支後亦相等於舊股的配售價；

及 

 

(viii) 涉及第三者依照法律的操作去轉移實益擁有權的交易。 

 

授予期權／選擇權給本公司董事或有關人士 

如果董事或有關人士獲授予期權／選擇權去認購或購買本公司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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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而於授予期權／選擇權之時已訂下有關期權／選擇權的行使價

格，則授予董事或有關人士有關期權／選擇權將被視為其進行交易。 

 

然而，若按授予董事或有關人士期權／選擇權的有關條款，在行使該

期權／選擇權時方決定行使價格，則於行使有關期權／選擇權時方被

視為進行交易。 

 

買賣本公司證券規則 

 

A.  絕對禁止： 

 

1. 無論何時，董事或有關人士如管有與本公司證券有關的內幕

消息， 或尚未辦妥本守則 B.8 項所載進行交易的所需手續，

均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2. 如董事或有關人士以其作為另一上巿發行人董事的身份管有

與其他發行人證券有關的內幕消息，均不得買賣任何該等證

券。 

 

3. (a) 在本公司刊發財務業績當天及以下期間，董事或有關人

士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i) 年度業績刊發日期之前 60 日內，或有關財政年度

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刊發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

準）；及 

 

(ii) 刊發季度業績（如有）及半年度業績日期之前 30 日

內，或有關季度或半年度期間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刊

發之日止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但如情況特殊（如應付下述 C 部所指的緊急財務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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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除外。在任何情況下，董事及有關人士均須遵守本守

則 B.8 至 B.9 項所規定的程序。 

 

(b) 本公司必須在每次其董事及有關人士因為本守則 A.3(a)

項的規定而不得買賣其證券的期間開始前，預先通知聯

交所。 

 

註： 董事及有關人士須注意，根據 A.3 項所規定禁止買賣本

公司證券的期間，將包括本公司延遲公布業績的期間。 

 

4. 若董事或有關人士是唯一受託人，本守則將適用於有關信託

進行的所有交易，如同該有關人士是為其本人進行交易（但

若有關有關人士是「被動受託人」(bare trustee)，而其或其緊

密聯繫人士均不是有關信託的受益人，則本守則並不適用）。 

 

5. 若董事或有關人士以共同受託人的身份買賣本公司的證券，

但沒有參與或影響進行該項證券交易的決策過程，而該董事

或有關人士本身及其所有緊密聯繫人亦非有關信託的受益

人，則有關信託進行的交易，將不會被視作其的交易。 

 

6. 本守則對董事或有關人士進行買賣的限制，同樣適用於董事

或有關人士的配偶或任何未成年子女（親生或收養）、或代該

等子女所進行的交易，以及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XV 部而言，該董事或有關人士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權益的交易。因此，董事或有關人士有責任於其本身未能隨

意買賣時，盡量設法避免與上述人士進行任何上述買賣。 

 

7. 倘董事或有關人士將包含本公司證券的投資基金交予專業管

理機構管理，不論基金經理是否已授予全權決定權，該基金

經理買賣該董事或有關人士所屬公司的證券時，必須受與董

事或有關人士同等的限制及遵循同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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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知 

 

8. 董事於未書面通知董事長或董事總經理或董事會為此而指定

的另一名董事（該董事本人以外的董事）及接獲註明日期的

確認書之前，均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董事長若擬買

賣本公司證券，必須在交易之前先在董事會會議上通知各董

事，或通知董事會為此而指定的另一名董事（其本人以外的

董事），並須接獲註明日期的確認書後才能進行有關的買賣。

前述所指定的董事在未通知董事長或董事總經理及接獲註明

日期的確認書之前，也不得買賣本公司的任何證券。在每種

情況下： 

 

(a) 須於有關董事要求批准買賣有關證券後五個營業日內回

覆有關董事；及 

 

(b) 按上文(a)項獲准買賣證券的有效期，不得超過接獲批准

後五個營業日。 

 

9. 特定人士(附件六 a)欲買賣本公司證券，應遵照本守則通知

程序及於買賣任何本公司證券前先取得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或

其指定的另一名董事的確認書。在此情況下： 

 

(i) 須於有關特定人士要求批准買賣有關證券後五個營業日

內回覆有關特定人士；及 

 

(ii) 按上文(i)項獲准買賣證券的有效期，不得超過接獲批准

後五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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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守則 B.8 和 B.9 項下董事及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的通知表格已附上。 

 

附註： 為釋起見，謹此說明：如獲准買賣證券之後出現內幕

消息，本守則 A.1 項的限制適用。 

 

10. 公司內部制訂的程序，最低限度須規定本公司需保存書面記

錄，證明已根據本守則 B.8 或 B.9 項規定發出適當的通知並

已獲確認，而有關董事或特定人士亦已就該事宜收到書面確

認。 

 

11. 本公司的任何董事或有關人士如擔任一項信託的信託人，必

須確保其共同受託人知悉其為任何公司的董事或有關人士身

份，以使共同受託人可預計可能出現的困難。投資受託管理

基金的董事或有關人士，亦同樣須向投資經理說明情況。 

 

12. 任何董事或有關人士，如為一項買賣本公司證券的信託之受

益人（而非信託人），必須盡量確保其於有關信託人代表該項

信託買賣該等證券之後接獲通知，以使該董事或有關人士可

隨即通知本公司。就此而言，該董事或有關人士須確保信託

人知悉其是本公司的董事或有關人士。 

 

1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予存備的登記冊，應在

每次董事會會議上可供查閱。 

 

14. 本公司的董事須以董事會及個人身份，盡量確保本公司的任

何僱員、或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僱員，不會利用他們因在

本公司或附屬公司的職務或工作而可能管有與任何本公司證

券有關的內幕消息，在本守則禁止董事買賣證券之期間買賣

該等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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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殊情況 

 

15. 若董事擬在特殊情況下出售或轉讓本公司的證券，而有關出

售或轉讓屬本守則所禁止者，有關董事除了必須符合本守則

的其他條文外，亦需遵守本守則第 B.8 項有關書面通知及確

認的條文。在出售或轉讓該等證券之前，有關董事必須讓董

事長或董事總經理或董事會指定的董事確信情況屬特殊，而

計劃中的出售或轉讓是該董事唯一可選擇的合理行動。此

外，本公司亦需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書面通知聯交所有關

董事出售或轉讓證券的交易，並說明其認為情況特殊的理

由。於該等出售或轉讓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必須立即按照《上

市規則》第 2.07C 條的規定刊登公告披露有關交易，並在公

告中說明董事長或董事總經理或指定董事確信有關董事是在

特殊情況下出售或轉讓本公司的證券。董事藉此證券出售或

轉讓去應付一項無法以其他方法解決的緊急財務承擔，或會

被視為特殊情況的其中一個例子。 

 

16. 若有關人士擬在特殊情況下出售或轉讓本公司的證券，而有

關出售或轉讓屬本守則所禁止者，有關人士除了必須符合本

守則的其他條文外，亦需遵守本守則第 B.9 項有關書面通知

及確認的條文。在出售或轉讓該等證券之前，有關人士必須

讓董事總經理或其指定的董事確信情況屬特殊，而計劃中的

出售或轉讓是該人士唯一可選擇的合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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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披露 

 

17. 就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而言，本公司須在其中期報告（及中

期摘要報告（如有））中及載於年報（及財務摘要報告（如有））

內的《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 

 

   (a) 本公司是否有採納一套比列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

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規則》)所

訂標準更高的董事證券交易的守則； 

 

(b) 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本公司的董事有否

遵守標準守則所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及本

公司本身自訂的守則；及 

 

(c) 如有不遵守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及本公司本身自訂的守

則的情況，說明有關不遵守的詳情，並闡釋本公司就此

採取的任何補救步驟。 

 

 

更新日期: 2013 年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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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a 

 

特定人士名單 
 

香港： 

張  毅 

楊煒明 

張華瑛 

李筱潔 

 

中國： 

李寶仁 

王  量 

孫龍根 

趙學武 

孫  力 

滿  永 

萬川特 

錢建鋼 

李  蒙 

戴繼洪 

章 峰 

余  豐 

王瑞亮 

于海玉 

張  莉 



 
Appendix 7a 

附件七 
FORM OF NOTIFICATION  

通知書 
(PURSUANT TO RULE B9 OF THE MODEL CODE FOR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Y DIRECTORS OF LISTED ISSUERS) 
(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第 B9 條) 

*********************************** 
TO : 
致 : 
 
DATE : 
日期 : 
 
I wish to notify you of the following proposed dealing in securities (as defined 
in the Model Code adopted by the Company) of the Company and / or its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by *myself / my spouse / or by or on behalf of my 
minor child (natural or adopted) / my corporation and a trust that I control / 
any other dealings in which for the purposes of Part XV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I am or is to be treated as interested. 
我通知 *閣下本人 / 本人配偶 / 或代表本人任何未成年子女（親生或收

養）/ 本人所控制的法團及信託 /（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而言）本人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交易，買賣本公司及/或其

相聯法團根據本公司之標準守則所定義的證券。 
 

Date of Dealing 
交易日期 

No. of shares/underlying shares / 
securities as defined under the 
Model Code 
根據標準守則定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證券數目 

Consideration 
代價 

   
   
Kindly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by signing and returning a copy of this 
form to me. 
請簽署此通知書及歸還一份副本給我。 
 
Yours faithfully,        Acknowledged & Confirmed 
謹啟           簽收及確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rector :          Date : 
董事 :          日期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的 



 
Appendix 7b 

附件七 
FORM OF NOTIFICATION  

通知書 
(PURSUANT TO RULE B9 OF THE MODEL CODE FOR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Y SPECIFIED INDIVIDUALS OF LISTED ISSUERS) 
(根據上市發行人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第 B9 條) 

*********************************** 
TO : 
致 : 
 
DATE : 
日期 : 
 
I wish to notify you of the following proposed dealing in securities (as defined 
in the Model Code adopted by the Company) of the Company and / or its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by *myself / my spouse / or by or on behalf of my 
minor child (natural or adopted) / my corporation and a trust that I control / 
any other dealings in which for the purposes of Part XV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I am or is to be treated as interested. 
我通知 閣下*本人 / 本人配偶 / 或代表本人任何未成年子女（親生或收

養）/ 本人所控制的法團及信託 /（任何其他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而言）本人在其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交易，買賣本公司及/或其

相聯法團根據本公司之標準守則所定義的證券。 
 

Date of Dealing 
交易日期 

No. of shares/underlying shares / 
securities as defined under the 
Model Code 
根據標準守則定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證券數目 

Consideration 
代價 

   
   
Kindly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by signing and returning a copy of this 
form to me. 
請簽署此通知書及歸還一份副本給我。 
 
Yours faithfully,        Acknowledged & Confirmed 
謹啟           簽收及確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日期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的 













Appendix 9a 
附件九 a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Change of Directors 
(Appointment/Resignation/Re-designation/Retirement) 

董事變更(委任/離職/調職/退任) 

 

 

Name of Director :   

董事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ulars 填報事項 Details 資料 
Effective Date 

生效日期 

 

1.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2.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3. Previous Name 

 前用姓名 

 

4. Alias 

 別名 

 

5. Residential Address 

(Please specify the 

country if it is an oversea 

address) 

 住址(如屬海外地

 址，請同時申報所屬

 國家) 

 

6.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umber/Oversea 

Passport Number and 

Issuing Country 

香港身份證號碼/海外

護照號碼及簽發國家 

 

  



 

- Continued 續 - 

Particulars 填報事項 Details 資料 
Effective Date 

生效日期 

7. Email Address (on 

voluntary basis) 

 電郵地址(屬自願性

 提供) 

 

8. Name of the company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 / 

Resignation / 

Re-designation/Retire

ment of Director 

 獲委任 /離任 /調職 /退

任董事之公司名稱 

 

  

 

 

 

 

 

 

 

 

 

 

 



Appendix 9b 
附件九 b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Change in Director’s Particulars 
更改現任董事資料 

 

 

Name of Director :   

董事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ulars 填報事項 Details 資料 
Effective Date 

生效日期 

 

1.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2.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3. Alias 

 別名 

 

4. Residential Address (Please 

specify the country if it is an 

oversea address) 

 住址(如屬海外地 

 址，請同時申報所屬 

 國家) 

 

5. Email Address (on 

voluntary basis) 

 電郵地址(屬自願性提供) 

 

6.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umber / Overseas Passport 

Number and Issuing 

Country 

 香港身份證號碼/海 

 外護照號碼及簽發國家 

 

  

 



Appendix 10 
附件十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Channel of Declaration 

申報渠道 
 

 
Declarer 
申報者 

 

 
Reporting Channel 

匯報渠道 

Staff 
一般員工 

 
Department Manager / Head +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部門經理 / 主管 + 人力資源及行政經
理 

 

Department Manager / Head 
部門經理 / 主管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oncerned 

company / General Manager +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of 

the concerned company 
公司董事總經理 / 總經理 + 有關公司

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oncerned 
company / General Manager 

有關公司董事總經理 / 總經理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ncerned 

company +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of SCCHL 

有關公司董事會 + 首長寶佳人力資源
及行政經理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ncerned 
company 

有關公司董事會 

 
Directors of SCCHL + Deputy General 

Manager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 + 首長寶佳副總經理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 

 
 



 
Declarer 
申報者 

 

 
Reporting Channel 

匯報渠道 

Directors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 

Managing Director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 

Chairman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長 

Chairman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長 

Board of Directors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會 

 



   

Appendix 11 
附件十一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Application Form for Accepting Gift 
接受禮物申請表 

 
Part A – Declaration of Accepting Gift (To be completed by Declarer)   
甲部 - 申報饋贈 (由申報人填寫) 

 
To 致： (Approving Officer) (批核人員) 
 
Details of Offeror 饋贈人資料 : 
 Name and Designation of Offeror  饋贈人姓名及職銜  : 
 
 Name of Company 公司   :  
 
 Relationship (Business/Personal) 關係 (業務 / 私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asion on which Gift was / is to be accepted 
經已/將會獲贈禮物的場合    :  

Description and (assessed) value of the Gift 
禮物的資料及估值/價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Signature of Declarer   
  (日期)    (Title / Department) 
      (獲贈禮物職員姓名) 簽字 
            (職銜 / 部門) 
 
--------------------------------------------------------------------------------------------------------------------------------- 
 
Part B – Reply Slip (To be completed by Approving Officer)  
乙部 - 回條(由批核人員填寫) 
 
To 致: (Declarer) (獲贈禮物職員) 
 
Suggested Method of Disposals  該份禮物將以下列方式處置 :  
 
Method of Disposals 處置方法 Remarks備註 

(    ) Retained by the Declarer 由獲贈禮物職員保留  

(    ) 
Retained for display / as a souvenir in the Office  存放在辦公室

作陳列或紀念之用 
 

(    ) Share among the Office 與公司其他職員共同分享  

(    ) 
Reserve as for lucky draw at staff functions 在職員活動中作抽

獎之用 
 

(    ) Donate to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送贈慈善機構  

(    ) Return to the Offeror 退回饋贈人  

(    ) Other (Please specify)  其他 (請註明)  :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Date日期)  Signatur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r of SCCHL 

(首長寶佳人力資源及行政部經理)簽字 
 

 Signature of Declarer 
(獲贈禮物職員 )簽收  

 



   

Appendix 11a 
附件十一 a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Application Form for Offering Gifts  
& Entertainments (including meals) 

饋贈禮物及提供招待(包括用膳)申請表 
 

Part I – Details of Offeror 
第一部份 – 饋贈人/ 提供招待者資料 

 

 

Name of Offeror  
饋贈人/ 提供招待者姓名   

 
: 

 

Position   
職位    

 
: 

 

Date 
日期 

 
: 

 

Signature          
簽名 

 
: 

 
 

 

  

 
Name of Enterprise / Organization 
公司/機構名稱 

 
: 

 

No. of Offeree(s) 
受贈人/ 接受招待者數目 

 
: 

 

 
Part III – Details of Gift/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第三部份 – 禮物資料/ 招待(包括用膳)詳情  
 
Date on which the Gift/ 
Entertainment is to be offered 
饋贈禮物/ 提供招待的日期 

 
: 

 

 
Type 
類型 

: 
 

Gift                 □                         Entertainment              □ 
禮物                                            招待 
* Please tick the applicable box 請在適用的方格內打勾 

Value of the Gift/ Expenditure of the 
Entertainment   禮物價值/ 招待開支 

:  

 
Part IV – Approval  
第四部份 – 批核  
 
Endorsed by: 
審核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Head /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有關部門的*主管 / 經理姓名及簽署 

 
Department: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Approved by :  
批准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 
Managing Director / Chairman of Hong 
Kong Headquarter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 / 董事副總經理 / 董事

總經理 / 董事長的姓名及簽署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Date 日期  :  Date 日期  :  
 

Part II – Details of Offeree 
第二部份 – 受贈人/ 接受招待者資料 

To be filled out by 
senior management/ 
executiv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ONLY 
僅供本公司高級管

理層/執行董事填寫 



   

Appendix 12 
附件十二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Declar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衝突申報 

 
Part A –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To be completed by Declarer) 
甲部 – 申報利益(由申報人員填寫) 
 
To: (Approving Officer)  
致：(批核人員)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he following actual/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situation arising during the discharge of my official duties:- 
本人在執行職務時所遇到的實在/潛在* 之利益衝突情況，現申報如下：- 
 

1. Persons/companies with whom/which I have official dealings and/or personal interests 
與本人有業務往來及/或本人擁有個人利益之人士/公司 

 

2.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s/companies (e.g. relative)  
本人與上述人士/公司的關係(例如：親屬) 

 

3. Relationship of the persons/companies with our Company (e.g. supplier)                                    
本公司與上述人士/公司的關係(例如：供應商) 

 

4. Brief description of my duties which involved the persons/companies mentioned above (e.g. handling of tender exercise) 
本人與上述人士/公司涉及之職務概要(例如：處理招標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of Declarer (Title / Department) 
    (日期)        申報人員姓名(職銜/部門) 

Part B – Acknowledge for Recommendations in dealing with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be completed by Approving Officer) 
乙部 – 確認處理申報利益之建議(批核人員填寫) 
 
To: (Declarer) 
致：(申報人員)  

Acknowledgement of Declaration 
申報確認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your declaration form of            (Date)             is noted.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你在            (日期)            呈報的申報表內容經已得悉。本公司已決定如下： 
 
 You should refrain from performing or getting involved in performing the work, as described in Part A,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onflict.  

你毋須再執行或參與有關在甲部提及有可能引致利益衝突之職務。 
 

 You may continue to handle the work as described in Part A, provided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information declared above, and you 
must uphold the Company’s interest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your private interest.  
如在甲部所提供的資料沒有更改，你可繼續處理在甲部中提及的工作，及你必須維護公司的利益而不受你個人利益所影響。 

 
 Others (please specify): 

其他(請註明) :                                                                                                     
 

 
 
 
                                                                                                                                                                 
      Date                                    Signature of Department Head/ Supervisor** 

(日期)                                                                                                                                       (Title / Department) 
                                                  (直屬部門主管姓名)簽名(職銜/部門)** 
 
 
 
                                                                                                                                                    

Date          Acknowledged by Human Resources and  
(日期)                                                                                                                              Administration Manager of SCCHL 

                                                     (首長寶佳人力資源及行政部經理)簽收 
 
*Delete if not appropriate *請刪除不適用者   **As the case will be **就情況而言 
Please tick the correct answer請選出正確答案 

 



   

 
Appendix 13 

附件十三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Complaint Channel 
投訴渠道 

 
 

 
Level of Complaint Channel 
投訴渠道的層面 
 
 
 
  

1.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ompany of the complainant 
concerned 

 投訴者公司之人力資源及行政部  
 
2.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mpany 

  該公司之總經理 
 

3.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SCCHL 
  首長寶佳之人力資源及行政部 
 

4.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SCCHL responsible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負責首長寶佳人力資源及行政部之副總經理 
 

5. Managing Director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 
 

6. Chairman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長 
 

7. Board of Directors of SCCHL 
  首長寶佳董事局 
 

8. Report to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向有關政府部門投訴 
 
 
 
 
 
 
 
Note 註:  
 
For the complaint channel of sexual harassment,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on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place” (Appendix 19a). 
有關性騷擾的投訴渠道，請參閲「防止職場性騷擾政策」（附件十九 a） 



   

 

Appendix 14 
附件十四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Business Travel Request Form 
公 務 出 差 申 請 表 

 

Name of Employee  

出差者姓名 : 

 

 

Department / Unit  

所屬公司/部門 : 

 

 

Period of Trip 

出差時間 : 

 

 

Purpose of Trip  

出差目的 : 

 

 
 

  TRAVEL SCHEDULE 出差行程表 

Date 日期 

(Month-Day) 

(月/日) 

 

From 

出發地點 

 

To 

目的地點 

Flight/Train  

No. & Class 

航班/火車 

班次及等級 

 

Departure 

啓程時間 

 

Arrival 

抵達時間 

      

      

      

      

      

      

 
 

HOTEL BOOKING酒店預訂 

Name of 

Employee 

員工姓名 

Town 

地方 

 

Hotel 

酒店 

 

Arrival Date 

抵達日期 

 

Depart. Date 

離開日期 

 

Room 

房間 

 

Rate 

房價 

       

       

       

 
 

PICK UP INFORMATION 接送資料 

Pick Up Date 

去程接待日期 

Pick Up Place 

去程接待地點 

Return Date 

回程接待日期 

Return Place 

回程接待地點 

Remarks 

參考資料 

     

     

 

Applicant’s Signature出差者簽署 :  Approved By批准者簽署: 

 

 

Date申請日期: 

 

 

Date批准日期: 
 

 

 
 

 
 

 

 



Appendix 14A 
附件十四 A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Name of Employee 

僱員姓名：                        
 

Department 

部門：                         
 

From  

由：       /  /       (YYYY年/ MM月/ DD日) 
 
 

To  

至：       /  /       (YYYY年/ MM月/ DD日)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 

1. Aircraft 飛機     Cabin Class客艙級別  □ Business or above 商務或以上   

□ Economic 經濟 
 

    (Kilometer 公里)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2. Private Vehicle 自備車       (Kilometer 公里) 
 

3. Taxi 的士/出租車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公共交通工具： 
 

  4a Subway 地下鐡路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b High-speed Rail / G Train 高鐡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c Autorail / D Train 動車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d Bus 巴士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e Train 火車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f Mini Bus 小巴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g Passenger Ships 客船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4h Others 其他 

     Please specify 請註明                 
 

             Time(s) 次   Transportation Cost 交通費用     

 

注: 交通費用設定為港幣，如多於一個幣種，則按申請報銷款項時的匯率折算。     

 

Companion(s)  

同行人員：                        

 

Remarks  

備註： 

 

 

 

 

      

Business Travel Transportation Record 

公 務 出 差 交 通 紀 錄 



   

 
Appendix 15 

附件十五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Application Form for Out of Office 

公出申請表 
 

 

Name of Employee  
申請者姓名             

: 
: 

 

 
 
Department / Unit  
所屬公司/部門     

 
 
: 
: 

 

 
 
Position   
職位       

 
 
: 
: 

 

 
 
Period of out of office  
公出時段                 

 
 
: 
: 

 
 
                              To                              (Total             Hours           Mins.) 
                              至                            （   共               小時            分鐘） 

 
Reason(s)  of out of 
office                        
公出原因                 

 
 
: 
: 

 

 
 
Remarks 
備註 

 
 
: 
: 

 

 
 
 
 
 
 
Applicant’s Signature : 
申請者簽署                : 

 
 
 
 

 
 
 
Approved by : 
批准者簽署  : 

 
 
 
 

 
日期 : 
Date  : 

 
 
 

 
日期 : 
Date  : 

 
 
 

 



  

Appendix 16 
附件十六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Pre-Approval of Local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 Application Form  

預批本地交通安排申請表 
 

(Not applicable to the one who has OT allowance有超時工作津貼的員工不適用於此表格) 
 
To： Manage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致：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 
 
From：  
由：    
 Applicant 申請人   Department 部門 
 
Date  
incurred  
事件日期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人姓名 

Journey 行程 
From 
由 

To 
到 

Purpose 
目的 

By Note  
事由/原因 註 

 
 
 

     

 
 
 

     

 
Note  
註 

： 
： 

A sound reason must be given if taxi is used. 
如若乘搭計程車，必須提供合理理由。 

 
 
Requested by : 
申請： 

    

 Applicant 
申請人 

 Date 
日期 

 

 
 
Approved by : 
批准：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Manager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 

 Date 
日期 

 

 (for case (a) under point 7 of Section C of this Control Manual) 
(按照監控指引Ｃ部第 7 項(a)所述情況下) 

     
 
 
Approved by : 
批准： 

    

 Department Head 
部門主管 

 Date 
日期 

 

 (for case (b) under point 7 of Section C of this Control Manual) 
(按照監控指引Ｃ部第 7 項(b)所述情況下) 

 
 
 

    

Endorsed by : 
認可：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Manager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 

 Date 
日期 

 

 (for case (b) under point 7 of Section C of this Control Manual) 
(按照監控指引Ｃ部第 7 項(b)所述情況下) 

 



Appendix 17 
附件十七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Risk Assessment Form 
風險評估表 

 
Please review the following risks and circle the score according to current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 your 
business unit.  
請根據  閣下之業務單位現時所得的資料，審閱以下風險，並圈出該風險之評分。 
 

Business Risks 業務風險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  
 

Wrong business strategy  
錯誤的業務策略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price / market share 
價格／市場佔有率受到的
競爭壓力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General /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全球／區域經濟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4.  
 

Industry sector in decline 
行業衰退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5.  
 

Political risks  
政治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6.  
 

Adverse government policy 
不利的政府政策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7.  
 
 
 

 

In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spects of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忽視策略及實施方面的資
訊科技層面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8.  
 

Obsolescence of technology 
技術過時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9.  
 

Substitute products 
替代產品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0.  
 

Takeover target 
成為收購目標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1.  
 

Inability to obtain further 
capital 
無法獲取更多資本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2.  
 

Bad acquisition  
不利的收購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Department： 
部門：                           
  

Name of Person doing Assessment and Signature： 
評估者姓名：              簽署：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Date of Assessment： 
 評估日期：                                    



 

Business Risks(continued)  
業務風險(續)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3.  
 

Too slow to innovate and 
reengineering 
改革及再造的步伐過慢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4.  
 

Too slow to respond to 
demands from market and 
customers  
回應市場及客戶需求過慢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Financial Risks 財務風險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  
 

Market risk 
市場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  
 

Credit risk 
信貸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Interest risk 
利息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4.  
 

Currency risk  
貨幣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5.  
 

Treasury risk  
金融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6.  
 

Liquidity risk 
流動資金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7.  
 

Overtrading  
過度交易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8.  
 

High cost of capital  
高昂的資本成本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9.  
 

Misus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財務資源不當使用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0.  
 

Going concern problems  
持續經營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1.  
 

Occurrence of types of 
fraud to which the business 
is susceptible  
出現對業務敏感的欺詐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2.  
 

Misstatement risk related to 
publish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有關公布失實財務資料的
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3.  
 

Breakdown of accounting 
system  
會計系統故障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4.  
 

Unreliable accounting 
records  
不可靠的會計記錄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5.  
 

Unrecorded liabilities  
未記錄的負債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6.  
 

Penetration and attack of IT 
systems by hackers  
資訊科技系統受黑客入侵
及攻擊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Financial Risks (continued)  
財務風險(續)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7.  
 

Decisions based on 
incomplete or faulty 
information  
根據不完整或錯誤資料作
出決定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8.  
 

Too much data and not 
enough analysis  
資料太多但分析不足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9.  
 

Unfulfilled promises / 
pledges to investors 
向投資者作出無法履行的
承諾／保證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0.  
 

Doubtful/bad debt provision 
呆壞賬撥備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Compliance Risks 合規風險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  
 

Breach of Listing Rules  
違反《上市規則》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  
 

Breach of financial 
regulations 
違反財務法規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Breach of Companies 
Ordinance requirements 
違反《公司條例》規定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4.  
 

Breach of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違反競爭法規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5.  
 

Breach of PRC Law 
requirements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規定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6.  
 

Breach of other regulations 
and laws 
違反其他規例及法律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7.  
 

Litigation risk  
訴訟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8.  
 

Tax problems 
稅務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9.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健康及安全風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0.  
 

Environmental problems 
環境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Operational and Other Risks  
營運及其他風險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1.  
 

Inefficient / ineffective 
management process  
缺乏效率／效益的管理程
序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  
 

Business processes not 
aligned to customer / 
market demand and 
strategic goals  
業務程序未能配合客戶／
市場需求及策略性目標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  Missed or ignor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錯失或忽視商機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4.  Other business probity 
issues 
其他商業誠信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5.  Other issues giving rise to 
reputational problems 
導致影響信譽的其他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6.  Poor 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欠佳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7.  Failure of major change 
initiative 
主要改革計劃失敗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8.  Inability to implement 
change 
無法實施改革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9.  Stock-out of raw materials 
原料缺貨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0.  Inadequate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in the market 
市場原材料供應不足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1.  Under/overstock caused by 
ineffective raw materials 
procurement plan 
採購計劃失效引致存貨短
缺或過多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2.  Skills shortage 
缺乏技巧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3.  Physical disasters (e.g., 
earthquake, flooding or  
snowstorm) 
自然災害(例如地震、洪水
或暴風雪)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4.  Computer viruses or other 
system malfunctions 
電腦病毒或其他系統故障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5.  Failure to create and exploit 
intangible asset 
未能創造及利用無形資產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6.  Loss of intangible assets 
損失無形資產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7.  Loss of physical assets 
(including fixed assets and 
inventories) 
損失有形資產 (包括固定
資產及存貨)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8.  Loss of key people 
損失要員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9.  Loss of key contracts 
損失主要合約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Operational and Other Risks (continued) 
營運及其他風險 (續)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Impact Note (2) 

影響註(2) 

Risk Tolerance 
LevelNote(4)  

承受風險程度註(4)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Note(3)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註(3)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Note(4)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程度註(4) 

(A) (B) (A x B) (C) (A x C) 

20.  
 

Lack of orders 
缺乏訂單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1.  
 

Lack of business continuity 
業務無法持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2.  
 

Succession problems 
繼任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3.  Inability to reduce cost base 
無法降低成本基礎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4.  Over-reliance on key 
suppliers or customers 
過度依賴主要供應商或客
戶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5.  Onerous contract 
obligations imposed by 
major customers 
主要客戶施加嚴苛的合約
責任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6.  Failure of new products or 
services 
新產品或服務不合格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7.  Failure to satisfy customers 
未能滿足客戶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8.  Poor service levels 
服務水平欠佳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29.  Quality problems 
品質問題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0.  Product liability 
產品責任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1.  Failure of major projects 
主要項目失敗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2.  Failure of big technology 
related projects 
與科技有關的大型項目失
敗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3.  Failure of outsource 
providers to deliver 
外包供應商未能交貨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4.  Lack of employee 
motivation or efficiency  
僱員缺乏動力或效率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5.  Industrial action 
工業行動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6.  Inefficient / ineffective 
processing of documents  
文件的處理缺乏效率／效
益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7.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違反保密原則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38.  Inefficient / ineffective 
inventory control 
缺乏效率／效益的存貨控
制 

Levels 
評級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Notes 註: 
(1) 

Level 評 級 

Annual Frequency Probability 

Descriptor 
定 義 Description 描  述 

Descriptor 

定 義 
Description 描  述 

5 
Almost 
Certain 

幾乎肯定 

>90% chance of occurrence over life of 
company operation 

大於 90%機率會在公司運作期間發生 

Frequent 
經常 

Expected to occur (e.g. more than once 
per year) 

預期會發生（如每年多於一次） 

4 
Likely 
很可能 

65% - 90% chance of occurrence over 
life of company operation 

65-90%機率會在公司運作期間發生 

Likely 
很可能 

Will probably occur (e.g. at least once 
per year) 

將可能會發生（如每年一次） 

3 
Possible 
可能 

35% - 65% chance of occurrence over 
life of company operation 

35%-65%機率會在公司運作期間發生 

Possible 
可能 

Could occur at some time (e.g. at least 
once every 5 years) 

可能發生在某些時間（如至少每 5 年一

次） 

2 
Unlikely 
不大可能 

10% - 35% chance of occurrence over 
life of company operation 

10%-35%機率會在公司運作期間發生 

Unlikely 
不大可能 

Might occur at some time (e.g. at least 
once every 10 years)  

或許發生在某些時間（如至少每 10 年

一次） 

1 
Rare 
罕見 

<10% chance of occurrence over life 
of company operation 

小於 10%機率會在公司運作期間發生 

Remote 
罕見 

May only occur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e.g. less than once every 
15 years) 或許發生在非常特殊的情況

下（如每 15 年也未曾發生一次） 
 
(2) 

Level 評 級 Descriptor 定 義 Description 描  述 

5 
Extreme 
極高 

May affect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s of more than one division core purpose.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may be extreme. Physical loss may be catastrophic.  
可能影響多於一個主要目標的達成。信譽受影響程度極高。物質損失可能是

災難性的。 

4 
High 
高 

May affect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 of a division core purpose.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may be high. Physical loss may be substantial or complete.  
可能影響一個主要目標的達成。信譽受影響程度為高。物質損失可能是重大

或全部。 

3 
Moderate 
中等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an element within a division core purpose.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may be medium to low. Physical loss may be partial to 
substantial. 
可能影響於一個部門主要目標之功能。信譽受影響程度可能是中等至低。物

質損失可能是部份至重大。 

2 
Low 
低 

Ma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an element within a division core 
purpose.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may be low to none. Physical loss would be 
minor.  
可能影響一個部門的主要目標的效益及效率。信譽受影響程度可能是低至沒

有。物質損失會較小。 

1 
Negligible 

極低 

May be dealt with by routine, daily operations of an element within a division 
core purpose. No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Physical loss may be none.  
可以根據部門主要目標按日常例行公事的形式處理。信譽没有受影響。可能

没有物質損失。 
 
* This abovementioned level is focused on qualitative or non-monetary impact to the Company. E.g. reput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loyalty of employees, etc. 
* 以上評級關注對於本公司的定性或非金錢上之影響。 例如：信譽、與客戶和供應商的關係、員工的忠誠度等。 



(3)  

Level 評 級 Descriptor 定 義 Description 描  述* 

5 
Extreme 
極高 

More than 40% of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rease OR 
More than 40% of estimated increase in loss/decrease in profit 
預計成本/費用增加多於 40% 或 
預計虧損上升/利潤下跌多於 40% 

4 
High 
高 

20-40% of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rease OR 
20-40% of estimated increase in loss/decrease in profit 
預計成本/費用增加 20-40% 或 
預計虧損上升/利潤下跌 20-40% 

3 
Moderate 
中等 

5-20% of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rease OR 
5-20% of estimated increase in loss/decrease in profit 
預計成本/費用增加 5-20% 或 
預計虧損上升/利潤下跌多於 5-20% 

2 
Low 
低 

Less than 5% of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rease OR 
Less than 5% of estimated increase in loss/decrease in profit 
預計成本/費用增加少於 5% 或 
預計虧損上升/利潤下跌少於 5% 

1 
Negligible 

極低 

Insignificant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rease OR  
Insignificant estimated increase in loss/decrease in profit 
預計成本/費用增加不大 
預計虧損上升/利潤下跌不大 

 
* This abovementioned level is focused on quantities or monetary impact to the Company. When assessing the above level of a particular risk, 

the General Manager of business units or department head shall compare the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ncurred or estimated loss/profit with 
those in the last corresponding period. For instance, if the risk assessment meeting is h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he/she should 
compare the estimated cost/expenses impact with the data in last year end. 

*以上評級關注對於本公司的定量或金錢上之影響。在評估以上特定風險之評級時，業務單位之總經理或部門經理可將預計產生的

成本/費用或估計的利潤/虧損與去年同期比較。例如，如果風險評估會議在下半年舉行，他/她應將該預計的成本/費用影響與去年

年底的數據進行比較。 
 
(4) General Manager of business units or department heads may consult with their functional department, such as finance/accounting, etc. 

when filling out the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levant risks. If you consider the risks, such as financial risks, 
which are not relevant to your job du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you need not to fill out. For example, as a superviso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he/she may concern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hould assess such 
impact; while risks such as “stock-out of raw materials” or “breakdown of accounting system” may be irrelevant to the scope of areas 
he/she should take care of and as such he/she has no knowledge to fill out these risks’ impact. 

  業務單位之總經理或部門經理在填寫與有關風險相關的成本/費用/損失影響時，可以諮詢財務/會計等職能部門。若您認爲這是

與您的工作職責無關的風險（例如財務風險），則無需填寫。 例如，作為人力資源及行政部門的主任，他/她可能會關注 “健

康及安全風險”或“環境問題”，並應評估相關影響; 而“原料缺貨”或“會計系統故障”等風險則可能與他/她負責的工作範

圍無關。因此他/她則不需要填寫相關的風險影響。 

 
Assessing the risk tolerance level:  
計算承受風險程度: 
 

*Calculation 計算: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x Impact Note(2) 影響註(2) 
 
 
 

 Low 
低(2) 

Moderate 
中等(3) 

High 
高(4) 

Extreme 
極高(5) 

Unlikely 
不大可能(2) 4 6 8 10 

Possible  
可能(3) 6 9 12 15 

Likely 
很可能(4) 8 12 16 20 

Almost 
幾乎肯定(5) 10 15 20 25 

 
*For any potential risk which is assessed to have a ‘Negligible Impact (1)’ or ‘Rare Probability (1)’, it w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atrix since no action is required.    
*對於被評估為具有“極低”的影響（1）”或 “罕見的可能性（1）” 的潛在風險，則因為不用採取任何措施而不需

包括在矩陣計算中。 
 

 
 

Impact 影響 

Likelihood 

可能性 



 
 
Assessing the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level:  
計算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 
 

*Calculation 計算: Likelihood Note(1) 可能性註(1) x cost /expenses/losses impact Note(2)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註(2) 
 
 
 

 Low 
低(2) 

Moderate 
中等(3) 

High 
高(4) 

Extreme 
極高(5) 

Unlikely 
不大可能(2) 4 6 8 10 

Possible  
可能(3) 6 9 12 15 

Likely 
很可能(4) 8 12 16 20 

Almost 
幾乎肯定(5) 10 15 20 25 

 
*For any potential risk which is assessed to have a ‘Negligible Impact (1)’ or ‘Rare Probability (1)’, it w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atrix since no action is required.    
*對於被評估為具有“極低”的影響（1）”或 “罕見的可能性（1）” 的潛在風險，則因為不用採取任何措施而不需

包括在矩陣計算中。 
 
 
 

 

4-8 Tolerable risk 
低風險 

No additional controls are required, but monitoring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controls are maintained. 
無額外控制需要，但需監測以確保維持控制。 

9-12 Moderate risk 
中度風險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reduce risk.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in a defined time period. 
盡力降低風險。降低風險的措施應在規定時間內實施。 

15-16 Substantial risk 
高風險 

Resource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reduce the risk(s). 
資源分配以降低風險。 

20+ 
Intolerable risk 

極高風險 

Neither any tasks nor any projects should be started or continued until the risk 
has been reduced.  
不應開始或繼續任何任務/項目直到風險已經減少。 

 
 
 
 
 

- End 完 –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 

Likelihood 

可能性 



 
 

 Procedures for Filling Out the Risk Assessment Form 
填寫風險評估表的程序 

 
 
 

 

 

 

 

 

 

 

 

 

 

 

 

 

 

 

 

 

 

 

 

 

 

 

 

 

Note: If the risks, such as financial risks, are considered as irrelevant to your job du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you need not to fill 

out. For example, as a superviso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he/she may concern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hould assess such impact; while risks such as “stock-out of raw 

materials” or “breakdown of accounting system” may be irrelevant to the scope of areas he/she should take care of and as such 

he/she has no knowledge to fill out these risks’ impact..  

附註：若風險（例如財務風險）與您的工作職責無關，則無需填寫。例如，作為人力資源及行政部門的主任，他/她可

能會關注“健康及安全風險”或“環境問題”，並應評估相關影響; 而“原料缺貨”或“會計系統故障”等風險

則可能與他/她負責的工作範圍無關。因此他/她則不需要填寫相關的風險影響。 

1)  Fill in the name of Person doing Assessment, Department, Company, Date of Assessment, 
and sign. 

一. 填上評估者姓名，所屬部門，所屬公司，評估日期，並簽署。 

 

2)  Circle the levels of the likelihood (A), impact (B) and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C) 
according to the risks concerned. Same action has to be done to each risk. 

二. 根據有關風險圈出其可能性(A)、影響(B)和成本/費用/損失影響(C)。每項風險必須重

覆同樣的動作。 

3)  Multiply the level of likelihood by the level of impact (A x B) in assessing risk tolerance 
levels; and multiply the level of likelihood by the level of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A x 
C) in assessing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levels. For example, if one discovers that the 
likelihood of the concerned risk has a likelihood of 3 and the impact is 3,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isk level would be 3 x 3 = 9. According to Note 4 of this Risk Assessment Form, it 
would be considered as a ‘Moderate Risk’ and action is required to minimize that risk. For 
risk levels below 8, no further action is required but constant monitoring is however 
needed. 

三. 把可能性評級乘以影響評級(A x B)以計算承受風險程度；把可能性評級乘以成本/費用

/損失影響評級(A x C)以計算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例如，如果有關風險的可能

性評級是 3 而影響評級是 3，風險評級計算將會是 3×3 =9，根據此風險評估表附註 4，
這將屬於“中等風險”，並需要採取行動，以盡量減低該等風險。對於低於評級 8 的

風險，則不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需要持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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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7a 
附件十七 a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1.  Recommendation Risk Control/Recommendation Follow-up 

風險監控建議/跟進建議 
 
                                                                                        
 

2.  

  

Status of Recommendation * 

建議的狀況*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請圈出正確答案 

 
+ 
Please go to question 4 only 只需回答問題 4 

 

a. Not implement
+
 

未實施
+
 

 

b. Partial implement (      %) 
部份實施 (______%)

 
c. Fully implement 

完全實施
 

 

#   Implementation Person 

    實施負責人 

                                                                                         

                                                                         

3.   
(i)  Date of Implementation 
    實施日期 

(ii)  Due Date 
    到期日 

 

(i)                                        

 

(ii)                                        

                             

4.  Reason(s) for Not Implementation/Partial Implementation 

未實施/部份實施的原因 

                                                                                        

                                                                                        
 
 

Risk Assessment Follow-up Form 
風險評估跟進表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Department：  
 部門：                                    

Name of Person Filling Out the Form：       Signature and Date： 
表格填寫人姓名：                       簽署：                    日期：                  
   
For the representativ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main business units who had attended the       Risk 
Assessment Meeting held on                and discussed relevant risks and measures at the Meeting, 
please fill out this form in respect of the follow-up progress. 
關於        年     月      日召開第     次綜合風險評估會議，出席的公司相關部門／主要業
務單位的代表並於會上討論有關風險及應變措施者，請在此表格填上跟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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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of of Implementation (e.g. Supporting documents), if any 

實施証明(例如：証明文件)，如有 

                                                                                        

                                                                                        

 

6.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recommendation (qualitative (non-monetary) /quantitative 

(monetary/percentage)) 

(please choose the appropriate box(es) if any quantitative measure(s) has/have been taken)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措施/建議的成效 (定質(非幣值)計算/定量(以幣值/百分比)計算): (如使用定量計算，請選擇合適的選

項)  *請刪去不適用者 

□ Change of profit margin 毛利率的幅度變化:                                            % 

□ Change of sales volume / amount 

銷售量及銷售金額變化:                     *Tonnes / RMB /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hange of inventory level / amount 

庫存量/金額變化:                          *Tonnes / RMB /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hange of average selling price 平均售價變化:          *RMB /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hange of production costs 生產成本變化:              *RMB /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hange of financial ratio財務比率變化:                                                      % 

□ Change of complaint rate 投訴率變化:                                                  % 
□ Change of staff turnover rate 員工流失率變化:                                            % 

□ Chang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period 賬款周轉天數變化:                          Days 

□ Change of inventory turnover days存貨周轉天數變化:                                   Days 

□ Others 其他:                                         

                                                      

7.  Further action is required. If yes, please write down the details 

如有需要執行進一步行動，請寫下詳情 

                                                                                        

                                                                                        

 

8.  Remarks 

備註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not sufficient, please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n a separate sheet and have it duly 
signed and attached to this form.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並妥為簽署，然後釘在此表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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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for Filling Out the Risk Assessment Follow-up Form 
填寫風險評估跟進表的程序 

 
 
 

1) Fill in the name of person doing the Follow-up Form, his/her Department, his/her 
Company, Date of Assessment, the Date and Session of the last Risk Assessment 
Meeting, and sign. 
一. 填上評估者姓名，所屬部門，所屬公司，評估日期，會議日期，上次風險評估

會議次數並簽署。 
 

2) Fill out the entire form accordingly.  
二. 填上整份表格。 

3)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recommendation’ (Q.6), please choose the 
appropriate boxes if any quantitative measure(s)/recommendation has/ have been taken. 
If the measure(s) recommendation used is/are not listed above, please tick the box 
‘Others’ and write down the measure(s)/recommendation used and quantify it if 
practicable.   
三. 關於“措施/建議的成效”（第 6 題），如果已採用任何定量計算，請在相應的

選項裡打勾。如果所採用的措施/建議沒有列出，請在“其他” 選項裡打勾，並記

下採用的的措施/建議，如可行，將其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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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7b 
附件十七 b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the Company”) 
(「本公司」) 

 

Confirmation on effectivenes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之書面確認函 

 

The Board shall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establishes and maintains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s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clause 7.16 of terms of reference of audit 
committee, the management shall provide a confirmation annually in rela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oup’s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send the confirmation to the audit committee 
for review prior to submission to the Boar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firmation, the “management” 
should refer to the heads of business units/departments of the Company and/or its subsidiaries. 
董事會需確保本公司設立及維持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根據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

書第7.16條，管理層需在呈交董事會前提供書面確認函給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以確認本集團的風

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為了此確認函，「管理層」指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單位

/部門的負責人。 

 
The process of risk management involves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 we have to know the 
Group’s objectives and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l Control Manual, the Board’s objectives are as follows: 
風險管理的過程包括了解組織目標，我們必須了解本集團的目標以及參考內部監控指引，董事會的

目標如下： 
 
1. Achieve profitability by increasing profit margin of business segments and reducing losses and 

production costs 
透過增加各業務的毛利率和減少損失和生產成本以增加盈利 

 
2. Maintain a strong cash flow position of the Group 

保持集團強大的現金流 

 
3. Enhance product quality 

提升產品質量 

 
4. Develop new customers and markets for business segments 

為各業務分部尋找新的客戶和拓展市場 

 
5. Full compliance with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requirement 

完全符合法律，守則規章和財務報告的要求 

 
Name of business units/departments ：  
部門／主要業務單位名稱：                                   
 
Financial year: 
財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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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k assessment meetings held throughout the financial year (applicable to the 
financial year on or after 2017), if the risk tolerance level and cost/expenses/losses impact level identified 
in your business unit were at level 9 or above (multiplying the level of likelihood by the level of the 
respective impacts), the concerned main risks should be filled out below and action is required to be 
taken. 
參考於財政年度內舉行之風險評估會議（適用於 2017 年或之後的財政年度），如業務部門識別之

承受風險程度和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是 9 或以上的（將可能性評級乘以各自的影響評級），則

需於以下填寫相關風險及採取行動。 
 

 Main Risks Identified 
已確認的主要風險 

Risk Tolerance Level 
承受風險程度 

 
(Likelihood 可能性 x impact 影響) 

Cost/expenses/ 
losses Impact Level 

成本/費用/損失影響程度 
 

(Likelihood 可能性 x cost / 
expenses/losses impact 成本/費用/損

失影響)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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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 
implemented during the 
year 
於年內已實施之風險監

控措施/建議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recommendation as 
of the date of this confirmation  
直至此函日期有關措施/建議

的成效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please choose 
the appropriate strategy for the 
respective risk and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風險控制策略（請為相應的風險選擇

適當之策略並在適當方格內打勾） 

1.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2.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3.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4.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5.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6.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7.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8.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9. 

  Risk Transfer1:  
風險轉移 1:  

Risk Mitigation2: 
風險緩解 2:  

Risk Avoidance3: 
風險避免 3:  

Risk Acceptance4: 
風險接受 4:  

 
 
Notes 附註: 
1. Risk Transfer means partly or fully shifting the risk to other third parties, e.g. purchase of insurance. 

風險轉移是指將風險全部或部分轉移給第三方，例如:購買保險。 
2. Risk Mitigation refers to a reduction in the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of loss and the extent of loss through risk control measures. 

e.g. monitor the credit limits and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ustomer, strictly follow the delivery management system for delivery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bad debt. 
風險緩解是指通過風險控制措施來減低損失發生的機會或減輕損失程度。例如:監控個別客戶的信用額度和經營情況，嚴

格按照發貨管理制度發貨以降低壞賬風險。 
3. Risk Avoidance means eliminating any exposure of risk that poses a potential loss. e.g. stop selling to class “D” customers to avoid 

potential bad debts, even sales volume can increase. 
風險避免是指消除任可帶來潛在損失的風險。例如:停止向“D”類客戶銷售，以避免潛在壞賬產生，儘管銷售量可增加。 

4. Risk Acceptance is to accept the likelihood and impact of a risk without control or mitigation. e.g. risks with low potential loss is 
allowable.  
風險接受是指承擔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所致的損失而不控制或緩解，例如: 接受潛在損失較小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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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rojected further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 to be implemented after 
determination of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in part B (if any) 
在 B 部分確定風險控制策略後計劃進一步實施之風險監控措施/建議(如有) 

1.  

2.  

3.  

4.  

5.  

6.  

 
Based on the aforesaid, I,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business units, hereby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of _______ are *in place and 
in order/ partially in place and in order and certain action should be taken (detailed in section C)/ not 
in order and need to substantially improve (detailed in section C)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and our 
risk management is strictly implemented within our scope of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oup’s management systems. 
基於上述情況，本人代表本公司/業務部門確認_______年財政年度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制度的
有效性為*適當/部分適當並應採取若干行動（詳見 C 部分）/不適當並需要大幅改善（詳見 C 部
分）(*請刪去不適用者)，及我們已在管理範圍內嚴格按照本集團的管理制度下實施風險管理。 
 
We also hav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for our business 
processes to ensur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oup’s Internal Control Manual. We will further update or amend our current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for our business process to ensur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maintained accordingly.  
我們亦已制訂和實施政策、程序和慣例，確保已根據本集團的內部監控指引建立和維持有效的
內部監控系統。我們將進一步為業務流程更新或修訂政策、程序和慣例，程序和實踐，以確保
有效的內部監控系統得以維持。 
 
Confirmed by: 
確認簽署: 
 
 
 
＿＿＿＿＿＿＿＿＿＿ 
Name:  
姓名:  
 
日期: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not sufficient, please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n a separate sheet and have it duly 
signed and attached to this form.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幷妥爲簽署，然後釘在此表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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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持續披露責任政策 

 

 

1. 引言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首長寶佳」) 明白向其股東及市場展開及時與適當 

的溝通，以確保其證券在公平、有秩序和有根據的方式下交易是最重要的。 作

為一間公眾上市公司，首長寶佳的一般責任需要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條例」)第XIVA部規定披露內幕消息及需要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持續披露責任。此政策所載的程序為首長寶

佳在識別及報告公告有關可能是內幕消息的資料交易的指引。 

 

2. 披露原則 

 

首長寶佳是根據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分别於2002年1月發 

表的《股價敏感資料披露指引》的原則、2008年發表的《有關近期經濟發展 

資料披露指引》及主要根據2012年6月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發表的《內幕消息披露指引》來制定此程序。  

 

3. 披露原則的應用 

 

3.1 應用 

 

我們應用披露原則於: 

  

- 確定什麼構成內幕消息及需要即時披露，如不能即時披露，則需要申請

短暫停牌; 

- 在內幕消息公佈前必須絶對保密並須確保公司及其顧問均嚴守消息保

密，若無法保持所需的機密性，應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刊發

公告，或該內幕消息可能已外泄，便應即時向市場整體披露該消息; 

- 按照證券條例及上市規則的規定監察內幕資料的披露; 及 

- 公平地向股東及其他持份者業務有關人士發放資料，以避免任何人士在

證券交易上處於佔優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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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違反法定披露責任的後果 

 

首長寶佳須在知道任何內幕消息，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

公眾披露該消息。首長寶佳每一名高級人員均須不時採取一切合理措

施，以確保有妥善的預防措施防止違反披露規定，而「高級人員」就某

法團而言，指「其董事、經理或秘書，或其他參與其管理的人員」。 

 

如果在首長寶佳及/或其董事未能及時披露有關消息，則首長寶佳及其董

事個人可能須向香港政府支付規定之最高罰款達港幣8,000,000元及該等

董事須停止擔任董事職位（最長可達5年之年期）。 

 

因此，首長寶佳主要附屬公司各業務單位的管理層有責任通知首長寶佳

在香港的總部(「總部」)的任何每一個職能部門 (通常是透過公司秘書)

任何可能引致首長寶佳須履行披露責任的潛在交易或業務發展。總部管

理層有責任向首長寶佳董事會(「董事會」)提供充足、可靠和適時的資料，

讓董事會就有關的交易或發展是否具內幕消息性質及是否應即時公佈，

作出有根據的決定。請參閱附件一的有關本公司在確認及評估可能是內

幕消息之內部管理及匯報糸統概覽之流程圖。 

 

 監測遵守情況 

 

為了提升對持續披露責任的理解，此政策之副本將給予首長寶佳所有董事及

首長寶佳之主要附屬公司所有員工。董事會將會或委派總部的職能部門不定

時，如適合，更新此文件(及分發一份最新版本的副本予所有首長寶佳之董事

及其主要附屬公司所有員工(現在或將來))。 

 

我們採取以下幾方面的參考來監察任何商業交易所產生的持續披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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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股價變動 

 

首長寶佳必需以公告或其他應聯交所要求之形式通知聯交所任何有關資

料及迅速回應就首長寶佳證券價格或交易量的不尋常變動或可能出現虛

假市場而作出的查詢： 

 

i) 披露其知悉任何與查詢事宜有關的，為市場提供信息或澄清情況的資

料；或 

 

ii) 確認本公司董事已作出在相關情況下有關公司的合理查詢後，並没有

知悉任何與本公司證券價格或成交量出現異常的波動有關或可能有

關的事宜或發展，亦没有知悉為避免做成虛假市場所必須公布的資

料，而且亦無任何須根據證券條例以及若聯交所要求下須披露的任何

內幕消息。 

 

3.4 內幕消息 

 

當首長寶佳知悉有任何內幕消息時，在取得董事會的同意後，會在合理

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公佈該等資料。於任何情況，若有關事宜仍在

董事會討論或者商議尚未結束，該可能會影響股價的資料必需確保絶對

保密，只讓「需要知道」的人士知悉有關資料直至公告已發表為止。 

 

“‘內幕消息’(Inside Information)就某上市法團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

的具體消息或資料─  

 

(a) 關於─ 

 

(i)  該法團的；  

(ii)  該法團的股東或高級人員的；或  

(iii) 該法團的證券或該等證券的衍生工具的；及  

 

(b)  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會）進行該法團上市證券交易的人所

知，但該等消息或資料如普遍為他們所知，則相當可能會對該等證券

的價格造成重大影響。” 

 

以下資料，雖未為詳盡，但可視為內幕消息，因此，僱員將行使自己的

判斷來確定其具體性、重大性和股價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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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集團結構的變化 

 

i) 股權變化有可能影響到首長寶佳之操控，例如：控股股東抵

押法團的股份 

ii) 重組，合併，兼併或收購 (首長寶佳亦須遵守《收購守則》所

載的特定披露責任）  

iii) 控制權及控制權協議出現變動 

iv) 董事及董事的服務合約出現變動 

v) 核數師或與核數師活動有關的任何其他資料出現變動 

vi) 修改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或同等的組成文件） 

 

b) 資本結構的變化 

 

i) 發行證券、債券或認購證券的債務證券、可換股票據、期權

或權證 

ii) 股本變動，例如新股配售、紅股發行、供股、股份拆細、股

份合併及股本削減 

 

c) 財務業績/財務狀況的變化 

 

i) 淨利潤大幅度減少/增多 

ii) 財政狀況的重大變更，例如現金流危機、信貸緊縮 

iii) 影響首長寶佳的資產、負債、財務狀況或盈虧的架構重組及

分拆 

iv) 外匯或遠期合約之重大損失，如有 

v) 核數師對財務報表發出有保留意見 

vi) 業務表現或對業務表現的展望出現變動 

vii) 遭一家或多於一家銀行撤銷或取消信貸額度 

viii) 資產價值出現變動（包括墊款、貸款、債項或其他形式的財

政資助） 

ix) 相關債務人無力償債 

x) 房地產減值 

xi) 沒有投購保險的貨品遭到實質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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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投資組合內的金融工具升值或貶值，包括因期貨合約、衍生

工具、權證、掉期保障對沖、信貸違約掉期而產生的金融資

產或負債 

xiii) 專利權、權利或無形資產因市場創新而貶值 

xiv) 預期盈利或虧損出現變動 

xv) 會計政策出現變動 

 

d) 業務及營運的變化 

 

i) 收購/出售主要附屬公司/主要資產/股權或其他重大資產或業

務 

ii) 組成/正參與一項重要的合資企業計畫 

iii) 正訂立重要的新合約，貨品或服務 

iv) 正訂立或終止有關融資租賃而對本公司的財政狀況產生的重

大財務影響 

v) 關於其他上市金融工具的回購計劃或買賣決定 

vi) 提出清盤呈請、頒布清盤令或委任臨時接管人或清盤人 

vii) 法律爭議及程序 

viii) 新的牌照、專利權、註冊商標 

ix) 接獲收購相關資產的要約 

x) 創新的產品或工序 

xi) 客戶發出訂單、取消訂單或作出任何重大改動 

xii) 撤出或進軍新的核心業務範圍 

xiii) 投資政策出現變動 

xiv) 除息日、派息日及股息金額有變，股息政策出現變動 

xv) 早前發出的公告內的主題事項出現變動 

 

上述項目 i)至 v)及 ix)，雖參照載於上市規則第 14.05 及 14.06 項的百

分比率以評估其重要性。如有任何疑問，僱員應與總部的職能部門

諮詢。 

 

總括而言，上述項目 a)至 d)之事件或情況清單不代表有關消息一旦披

露，即會對股價產生重大影響。以上清單並非詳盡無遺，純屬指示性質，

列舉可能構成內幕消息的事件或情況類別。如某項事件或某組情況並無

出現在清單上，並不代表其絕非內幕消息； 反之，載於清單上的事件或

情況亦不一定會自動成為內幕消息。決定有關消息或資料是否屬於內幕

消息，須視乎其重要程度而定。凡相當可能對證券價格產生重大影響的

消息或資料，均應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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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披露規定下之安全港條文 

 

為了在適時披露內幕消息的規定，與避免過早披露以致損害法團的合法權益

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證券條例設有安全港條文，准許公司在若干指明情況

下暫不披露內幕消息。大致如下：- 

  

i) 披露是為香港法例/法庭命令所禁止； 

ii) 未完成的計劃或商議； 

iii) 商業秘密； 

iv) 向上市集團提供流動資金支持，通常適用於在銀行業之法團；及 

v) 證監會豁免該項披露。 

 

然而，只有在公司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來保持內幕消息的機密性並且事實上

是保密的情況下，才符合上述項目 i) 至 v) 的安全港條文。 

 

5. 須予公佈/關連人士/有關連人士交易 

 

首長寶佳之董事會在委任日時被要求向本公司申報他們或與其有關的任何一

方，直接或間接於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約中(包括尚在洽談中或還未完成的交

易)對首長寶佳及其附屬公司擁有之權益。及後，董事各成員也同意當他們發

現在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約上存在直接或間接的權益，便會向首長寶佳之公

司秘書部門通報。此外，我們會根據首長寶佳之內部管理及監控指引來監察

須予公佈/關連人士/有關連人士交易的披露。 

 

6. 股東 

 

為了促進首長寶佳的財務報表有一個透明和及時的評估，中期業績及年度業

績將會分別於半年期及財政年度結束後的兩個月及三個月內公佈。 

 

內幕消息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會盡快於聯交所公告及於披露後的一小

時內於首長寶佳公司網站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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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員 

 

投資者關係及首長寶佳的董事均不會回答分析員或基金經理所問到任何有關

問題的內容個別地或綜合起來後會等同於提供了尚未公佈的內幕消息。在正

常情況下，我們不會評論分析員的財務預測或意見。我們將拒絕為分析員將

刊發的報告草稿作出回應。  

 

8. 與分析員進行會議 

 

與分析員或基金經理的公司訪問會議，將安排在沒有內幕消息將會公告的適

當時候舉行。 

 

如以往一樣，首長寶佳在業績公佈日的前一個月內不會安排任何有關訪問及

會議。 

 

如分析員或基金經理要求，用作會議中的有關材料將會預早在電話會議或會

面前發給分析員或基金經理參閱。在進行有關電話會議或會面時，我們會盡

力爭取確保有兩位首長寶佳代表在場，如需要，首長寶佳之公司秘書將不定

時忠告兩位代表不可向分析員或基金經理透露任何尚未公佈的內幕消息及預

測數據(包括但不限於盈利預測)。 

 

9. 處理傳媒揣測及市場謠傳 

 

本公司一般並無責任對傳媒揣測及市場謠傳作出回應。(除了發生市場謠傳及

本公司證券賣空，須透過董事會採納的應急計劃來處理外) 然而，若公司有內

幕消息並在保密原則的規限下援引安全港條文暫不披露消息，則一旦出現有

關該公司的傳媒揣測及市場謠傳，可能顯示原擬保密的事項已外泄。 

 

尤其若傳媒揣測及市場謠傳大致準確，而該等揣測及謠傳涉及的消息構成內

幕消息，該消息相當可能已不再保密，以致安全港條文不再適用，故必須作

出公開披露。這是因為該等謠傳及傳媒揣測雖已廣泛流傳，亦不代表有關消

息已普遍為人所知，因此公司必須作出披露。 

 

但是，假若公司並無內幕消息，但傳媒報道或報章報導或市場謠傳載有虛假

或不實的資料，則公司無須根據證券條例以公告方式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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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集團發展 

 

為確保本程序繼續暢順運作，我們將因應監管規定，並切合股東和其他業務

有關人士的期望，每年就這些程序作出檢討。 

 

11. 查詢 

 

如果，在任何時候，本集團董事或僱員對其披露責任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聯

絡首長寶佳之公司秘書。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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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公司對有關內幕消息之內部管理及申報系統流程圖：- 

 

 

 

 

 

 

 

 

 

 

 

 

 

 

 

 

 

 

 

 

 

 

 

 

 

* 業務單位主管/個別部門主管如對有關可能構成內幕消息的資料有任何疑問，他/ 她可與有關職能部門   

的主管作進一步查詢 

 

業務單位主管/ 個別部門主管需辨別和評估有關潛在或發展

中的事件是否能構成內幕消息(詳細請參閱本政策第 3.4 條)* 

由負責之高級管理層與董事長/或董事總經理考慮該資料是否

構成內幕消息 

由董事會考慮該資料是否能構成內幕消息及/或需要申請短

暫停牌 

於取得董事會的批准後，公司秘書部安排申請短暫停牌及刊

發公告文件 

如是，將向總部高級管理層 (一般

是通過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渠道 ) 

匯報 

如是，將一併與有關支持文件交由

公司秘書部向董事會匯報。公司秘

書部會考慮潛在的披露影響(如合

適，連同法律顧問之協助)及安排

核對和轉發有關資料予董事會作

進一步考慮 

如是，公司秘書部將申請短暫停

牌及/或準備公告 



 
 

附件十九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舉報政策 

 

 

 
       
 

 

 
 

日期: 2018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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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乃致力達到和維持公開、廉潔和問責的最高標準，亦期望各級員工具有正

直、公正和誠實的操守。為維持本集團的良好企業形象和提高企業管治標

準，以及確保任何損害股東、投資者、客戶、供應商和公眾利益的不當行為

不會發生，本公司已制定一套舉報政策（「該政策」）。 

 

2. 目的 

 

「舉報」是指員工在嚴重關注任何他／她已察覺或懷疑本集團已經或可能已

經牽涉的失當行為之情況下，決定作出舉報，本政策是鼓勵員工(以一個負責

任和有效的態度，而不是忽視問題或向外告密)向公司內部提出一些嚴重關注

事宜，本政策的內容適用於本集團所有員工，在若干程度下亦適用於對外人

士。 

 

3. 該政策 

 

本公司鼓勵員工對本集團內任何涉嫌不當操守或失當行為的關注親身舉

報，舉報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a) 違反任何法律義務規定 

(b) 刑事罪行，違反民事法律和司法不公 

(c) 有關內部監控、會計、審計和財務事項的失當行為、不當、不誠實或欺

詐 

(d) 賄賂和不當操守 

(e) 對個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危害 

(f) 對環境造成的損害 

(g) 損害公眾利益 

(h) 違反本集團的規則和規章 

(i) 可能損害本集團地位的不當操守或不道德的行為 

(j) 在本集團的工作場所做出帶有歧視的行為  

(k) 故意隱瞞任何上述事項 

 

4. 保護和保密 

 

本公司的政策是盡力以保密和敏感的態度處理所有披露，未經員工同意，提

出指控的員工身份將不會被洩露。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本公司可能需要或因

法律上的責任揭示員工的身份，例如，調查導致法律程序已啟動，如是這樣

的情況下，本公司將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員工不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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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意識到保護舉報人士現已被公共和私營部門廣泛接受為一個重要

工具以加強問責及減少賄賂和不當操守。因此，任何其他員工向一位真實舉

報人士採取或威脅採取不利行動或傷害將被視為嚴重操守不當，一經證實，

可能會被即時解僱。 

 

5. 不真實的指控 

 

每位員工應謹慎地確保其提供資料的準確性，故意提出虛假和惡意的指控將

會受到紀律處分，包括可能會被即時解僱。任何員工如蓄意作出任何不真實

的指控或作出披露不當操守或作出損害行為的投訴的重要聲明，而他／她知

道或相信該等聲明是虛假的陳述或不相信是真實，就此部份可能會引起有關

牽涉被投訴人士的法律行動。 

 

6. 政策執行的責任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對該政策負責，其可授權「指定的高級職員」（例如本公

司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及／或公司秘書或任何其他授權人士）監察和執行

該政策的日常職責，然而，審核委員會有責任監測和審查該政策的運作，以

及調查投訴後之任何建議行動。 

 

7. 舉報及舉報渠道 

 

本公司一般不鼓勵匿名舉報，所有該等舉報只會盡可能在可行的情況下予以

考慮。員工可親身舉報或以書面形式(包括他／她姓名、事件詳情及證據支持

(如有))。隨附一份舉報表格樣本(附件 I)以供參考。 

 

親身舉報：- 

 

員工應向他／她的單位／部門主管提出他／她的關注事宜，單位／部門主管

應向「指定的高級職員」提出該事宜。 

 

如員工對上述安排感到憂慮，他／她可直接與「指定的高級職員」接觸。 

 

如舉報是涉及「指定的高級職員」，員工可直接向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舉報。

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之員工可直接向他／她各別公司的任何一位董事舉報。 

 

如舉報是涉及本公司任何一位董事，員工可直接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舉

報。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之員工可直接向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舉報。 

 

書面形式：- 

 

有關舉報資料應放在密封的信封和清楚標明“密件”，送交審核委員會主席

或各別公司的有關授權人士(適用於附屬公司)，地址為香港柴灣新業街 6 號

安力工業中心十二樓 12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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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查程序 

 

本公司將在 5 個工作日內確認收到員工的舉報。 

 

委派一位指定的高級職員處理有關舉報。 

 

本公司將評估有關舉報，以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全面的調查。 

 

如涉及刑事罪行，本公司會把有關舉報轉交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公

司的法律顧問協商後將決定有關舉報應否轉交有關當局。 

 

本公司在轉交舉報予有關當局前(特別情況除外)，將會與相關員工商討，當

事件轉交有關當局，本公司將無法採取進一步行動。 

 

在調查過程中，員工可能要提供更多資料。 

 

調查完成後，「指定的高級職員」將提供一份最後報告連同變更建議（如有）

予審核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將審閱最後報告，並把建議呈交本公司董事會。 

 

調查結果將於 2 月內(基於事件複雜性)以書面形式寄給員工，由於法律的限

制，員工是不會收到採取行動的詳情或最後報告的複印本。 

 

如員工不滿意調查結果，他／她可向「指定的高級職員」再次提出有關事件，

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調查將被重新考慮。 

 

員工也可以諮詢他／她的法律顧問。 

 

9. 向對外人士之政策 

 

對外人士例如股東、投資者、客戶、供應商欲提出關注事宜，他／她可把他

／她的舉報資料放在密封的信封和清楚標明“密件”，送交審核委員會主

席，地址為香港柴灣新業街 6 號安力工業中心十二樓 1215 室。調查程序與上

述第 8 段落大致相同。 

 

10. 審閱該政策 

 

本政策將按每年和不時所需予以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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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舉報報告表格 

機密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乃致

力達到和維持公開、廉潔和問責的最高標準，本公司鼓勵員工對本集團內任何涉

嫌不當操守或失當行為的關注親身舉報。 

 

在大部份情況下，舉報人士會希望其提出的關注事宜在一個保密的基礎上處理，

因此，本公司會盡力避免揭示舉報人士的身份。 

 

如  閣下欲作出書面報告，請使用此報告表格。  

 

完成後，此報告列為機密。 

 

閣下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和電郵

地址 

 

本公司鼓勵  閣下在本報告內提

供  閣下的姓名，以匿名方式表達

關注事宜效力不大，其將盡可能在

可行的情況下予以考慮。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涉及人士姓名（如知道）： 

 

 

關注事件詳情： 

 

請提供   閣下所關注事宜的詳情：姓名、日期和地點以及所關注原因（如需要

可另紙續寫）連同任何證據支持。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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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a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防止職場性騷擾政策 

 

 

 

1. 引言 

 

本政策適用於全體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或「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僱員，不時包括所有董事、供應商、客戶、實習生、

臨時工、合約工、服務供應商、代理人、到訪人士或任何求職者。 

 

本集團尊重每個人擁有平等對待的權利，而在本集團工作環境中發生的任何性騷

擾行爲均不會容忍。本集團有責任提供一個無騷擾的工作環境。而本集團、管理

層、以及全體僱員均有義務和責任預防、消除、及不作出冒犯他人或有可能被視

為冒犯他人的行為。當發生性騷擾行為時，本集團任何人士皆有權利提出投訴，

而本集團亦已爲此提供了有效的投訴渠道。 

 

此外，本集團着重透過教育培訓以提升防止性騷擾意識的重要性。 

 

2.   目的 

 

防止職場性騷擾政策（「本政策」）的目的是防止那些可能會構成性騷擾的不被接

受行為。它反映了本集團對性騷擾問題的關注，並提供處理與性騷擾有關的投訴

指引。 另外，透過展開和推廣本政策，可以增進各方對性騷擾問題的了解，並

有助於培養尊重他人的品格和正確價值觀。 

 

簡言之，本政策的目的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確保本集團全體職員及提供服務予本公司之其他人士（包括臨時工、合約工、

服務供應商及代理人），能夠在一個安全及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工作、進行

活動、提供及享用服務； 

 

⚫ 以有效的途徑，讓所有職員都清楚了解本反性騷擾政策及對性騷擾提出投訴

的渠道； 

 



2 

 

⚫ 為僱員提供合適的培訓，提高他們對性騷擾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尊重他人的

品格和正確的價值觀；  

 

⚫ 提供有效、顧及投訴人感受和需要的投訴渠道，及讓僱員明白通過有效的投

訴渠道的詳情；及 

 

⚫ 以公正、不偏不倚和保密的原則，及嚴肅和謹慎的態度處理性騷擾投訴。 

 

3.  性騷擾的定義 

 

一般而言，性騷擾包括令人厭惡的性注意、觸碰、向當事人說出與性有關的事情

或向當事人提出性要求。如一個合理員工身處的工作環境中在性方面存在敵意，

使他/她感到受威嚇，這也意味著性騷擾。 

 

香港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第 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 

 

  a) 如 - 

i.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

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

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

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    

        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請注意，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2(8)條，上述條文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而《性

別歧視條例》第 23 條則進一步規定發生在工作場合中不同形式的性騷擾，不論

意圖、發生頻率或關係的性質，都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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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内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

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段再規定： 

 

「婦女的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受法律保護。」 

 

不論是香港或中國内地的法律，性騷擾都是包含歧視成分和違法的。 

 

4.  性騷擾的例子 

 

可能發生的例子包括： 

 

⚫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如蓄意觸碰臀部或胸部 

⚫ 注視或帶有色情成份地瞥視他人或其身體的某個部位 

⚫ 同事於工作地方說與性有關的笑話或性生活 

⚫ 在公衆場所向他人展示或掛上淫褻的圖片 

⚫ 雖然曾被拒絕，但仍然不斷向他人發出帶有性暗示的信息或電郵 

 

請留意以上例子並不代表全部性騷擾情況。 

 

5.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 

 

 公平處理 

以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序處理查詢和投訴，確保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

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保密原則 

所有與性騷擾有關投訴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及只按需要知悉的基準向處

理有關投訴的負責人披露。 

 

 避免延誤 

性騷擾投訴或調查應立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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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的透明度 

本政策應將讓本集團所有僱員和其他工作人員知悉。 

 

 保護投訴人及證人 

投訴人及證人應受保護，以免遭報復。 

 

 避免利益衝突 

負責處理投訴的僱員不應與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有密切關係；如有關係，

應把個案交由其他人士處理。 

 

 謹慎處理 

體恤投訴人的感受，如避免投訴人重覆敍述痛苦經歷多次，以及應由同一性

別的調查人員接見投訴人等，以確保處理投訴的過程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地

承受更多困擾或蒙受更大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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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騷擾投訴/調查程序（適用於「首長寶佳」） 

 

 

若當事人感到被性騷擾，應即時表明立場，告訴被指稱的騷擾者其行為不受歡迎及令
人討厭，必須立刻停止。此外，告訴一個信任的人，並尋求他/她情感上的支持和建議。

向相關公司的「指定的高層職員」註(1)(2)提出正式註(3)或非正式投訴。

該公司將在收到投訴後5個工作天內確認收到投訴書，「指定的高級職員」將把該事
件交到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和一位授權人士註(4)（「指定的高級職員」、人力資源
及行政經理、以及授權人士統稱為「調查小組成員」）共同處理投訴。調查小組成員
會與投訴人會面，並可要求投訴人提供事件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點、證人、事件性
質及其對不雅行為的回應等資料。他們亦可以與證人（如有）和被指稱的騷擾者會面。
如有證據證明性騷擾事件沒有發生，調查小組成員應提交一份報告詳述調查得出的事

實證明該結論，而該事件報告將被保密。如需要，會向投訴人提供諮詢和援助。

如果這個事件性質並不嚴重及只屬單一事件，該事件將被非正式處理（例如：調解）; 
如果事態嚴重並重複發生，或者該投訴涉及較高級的職員，則會進行正式調查。

在調查期間，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應避免私底下的接觸。調查小組成員須向本公
司的審核委員會編寫一份書面報告，詳述該事件的事實和處理該事件的建議，並在調
查完成後1個月內向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告知可能的處罰。審計委員會將在60天內

審閱該報告並連同他們的意見一起呈交至本公司董事會。

若任何一方不滿意結果，他/她可以向「指定的高級職員」提出書面請求。如有充分理
由，調查將再次展開。 如果尚未解決該事件，投訴人可以以最後手段向平等機會委員
會（「平機會」）提出申訴，並要求展開調查或調解。假若調解失敗，申訴人可以首
先尋求平機會的法律意見。如果案件嚴重，可向律師尋求更多的法律意見，並對被指
稱的騷擾者提出民事訴訟；或若有證據證明該事件實屬刑事罪行，甚至可向警方報案。

若性騷擾問題持續，或僱員不能或害怕直接與
被指稱的騷擾者解決... 

該正式或非正式投訴應在事件發生後 6 個月
內提出。 

調查小組成員會於一個月内決定是否
需要一個全面的調查。 

準備一份書面報告詳述投訴結果和應該採
取的行動以預防和應對性騷擾。 

調查進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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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内的附屬公司應根據國内的文化和習慣，制定類似的投訴/調查程序處理性騷

擾事件。 

 

註： 

(1) 根據被指稱的騷擾者的身份，投訴應向該所屬公司部門主管或其他任何授權

人士提出。 

(2) 如果投訴涉及「指定的高級職員」，請參閱附附件十九第 7 段。 

(3) 投訴人可以使用附件 1 中的投訴表格提交正式投訴。 

(4) 授權人士應為投訴人的相反性別。 

 

7.  投訴的時限 

 

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可能對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故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6 個月內提出。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引致延誤投訴，否則可不受理。 

 

若投訴人作爲最後手段打算向平機會提出投訴，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

內提出。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引致延誤投訴，否則平機會可不受理。 

 

若投訴人經平機會調解後打算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則必須於事發後 2 年內

提出。 

 

8.  懲罰 

 

任何僱員被認定爲騷擾者或他/她的投訴被認定爲無根據的或有惡意的，他/她可

能會受到以下對待，包括但不限於： 

⚫ 正式道歉 

⚫ 把正式書面警告在他/她的個人檔案中記錄 

⚫ 支付與該騷擾有關的賠償 

⚫ 即時解僱 

⚫ 降職 

⚫ 革職（如事件嚴重） 

⚫ 終止服務合約或採取其他適當的行動（適用於非本公司僱員） 

⚫ 民事責任 

⚫ 刑事責任（例如：猥褻、派發或展示淫褻及不雅物品）（如事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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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不會容忍任何人向舉報騷擾、或協助調查的人士，作出威嚇或使人

受害的行為。所有人必須能夠無拘束地提出關注和舉報，而無須擔心受到報復。

任何人如對舉報的人士作出威嚇或使其受害的行為，可能會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第 9 條受到紀律處分或更甚負上刑事責任。 

 

9.  向對外人士之政策 

 

對外人士例如客戶、供應商或任何到訪人士欲提出投訴，他／她可把他／她的投

訴放在密封的信封和清楚標明「私人密件」，送交審核委員會主席，地址為香港

柴灣新業街 6 號安力工業中心十二樓 1215 室。調查程序與上述第 6 段落大致相

同。 

 

10.  政策執行的責任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對本政策負責，其可授權調查小組成員監察和執行本政策的日

常職責，然而，審核委員會有責任監測和審查本政策的運作，以及調查投訴後之

任何建議行動。 

 

11. 審閱本政策 

 

本政策將不時所需予以審閱。此外，本公司亦會不時進行及舉辦有關性別平等、

尊重他人、提高僱員對防止性騷擾的意識的培訓和教育活動，以及如何處理性騷

擾投訴的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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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性騷擾投訴表格 

高度機密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乃致

力達到和維持公開、廉潔和問責的最高標準，本公司鼓勵員工對本集團內任何涉

嫌性騷擾或不雅行為提出關注及投訴。 

 

投訴人士所提出的關注事宜會在一個保密的基礎上處理，因此，本公司會盡力避

免揭示投訴人士的身份。 

 

如  閣下欲作出書面投訴，請使用此投訴表格。  

 

完成後，此投訴將列為機密。 

 

個人資料 

 

本公司鼓勵  閣下在本表格內提

供  閣下的姓名，以匿名方式表達

投訴效力不大，其將盡可能在可行

的情況下予以考慮。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涉及人士： 

姓名： 

 

職位： 

 

投訴詳情： 

 

請提供   閣下所投訴的詳情：事發日期、時間、地點、證人、事件性質及其對

不雅行為的回應等（如需要可另紙續寫）連同任何證據支持（如有）。 

 

 

 

 

 

 

 

 
 

□ 盡我所知所信，我同意上述所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無訛的。  

 

高度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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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處理市場傳言和本公司證券沽空的應急計劃 

 

 

引言 

 

為了減輕關市場傳言及沽空發生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負面影響，

本公司董事會已為本集團制定此應急計劃。 

 

一.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市場傳言 

即時措施 

1. 與全體董事聯絡，及提供證據，以澄清出現在報刊上的市場傳聞(負責人：

財務董事及公司秘書) 

 

2. 安排全體董事進行電話會議，議決應採取對澄清有關市場傳言的行動(負

責人：公司秘書)  

 

3. 編制財務信息/數據，反駁有關指控(負責人：財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4. 與本公司核數師聯繫尋求(如有需要)意見(負責人：財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5. 與律師聯絡，草擬解釋性說明/澄清公告給予監管機構，分析師/投資者和

新聞界(負責人：公司秘書) 

 

6. 安排緊急新聞發布會和分析師/投資者會議(負責人：財務董事及公司秘

書) 

 

7. 證券交易收市後發布澄清公告/新聞稿(負責人：公司秘書) 

 

8. 消除知悉這些市場傳言之客戶，供應商及本集團的員工的任何疑慮(負責

人：董事總經理及本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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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證券之沽空 

即時措施 

A. 董事在市場購買證券 

本公司董事（為首鋼集團有限公司（「首鋼集團」）之一致行動人士除外）

在股市買入證券須符合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採納於二零零四年及其後

不時修訂之「董事及特定人士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負責人：董事

總經理及董事副總經理) 

 

附註： 

目的 - 向公眾顯示本公司董事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前景的信心，及他

們願意支持公司之信息 

 

B. 購回股份 

在市場上購買 

1. 安排全體董事進行電話會議討論沽空問題和批准股份回購(如需

要)(負責人：公司秘書) 

 

2. 制定出回購股份的現金狀況，本公司購回股份之數目及購買本公司股

份的價格範圍(負責人：董事長、董事總經理、董事副總經理、公司

秘書及財務總監) 

條件： 

a. 回購資金：只可從本公司可分配利潤及/或就股份回購而發行

新股所得款額中支付） 

b. 沒有對本公司的營運資金需求或負債水平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之情況下 

c. 避免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第 26 條及第 32

條下觸發首鋼集團強制性收購建議 

d. 避免回購會引致公眾持有本公司股份總額減少到低於 25％ 

e. 購買價格不可高於股份之前 5 個交易日在交易所的平均收市

價 5％或 5%以上 

f. 可購回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於股東周年大會通過的普通決議

案當日已發行股份的 10％附註 

 

附註： 

舉行上屆股東周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為普通股股份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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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於市場上回購，公司也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購買本身股份： -  

a. 全面收購；或 

b. 場外市場購買 

 

然而，這兩種方法都需要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事先批准及獨立股東於大會上批准。有關要約文件

及購買協議須根據收購守則準備。 

 

3. 與本集團的銀行家聯繫尋求持續的信貸支持，並獲得(如財務契諾)必要

的同意/放棄(負責人：財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C. 主要股東收購股份 

1 首鋼集團及/或受控法團在股市購買本公司股份，增加本公司的持股量。

首鋼集團制定要購買股份的數目和收購價格，並符合下列收購守則的條

件(負責人：首鋼集團)： -  

a. 避免在 12 個月內自由增購達到 2％而要作出全面收購要約;及 

b. 避免收購股份導致公眾持有本公司股份總額減少到低於 25％ 

 

2. 聯繫其他主要股東，受下列條件規範下在證券市場收購本公司的額外股

份以支持股價(負責人：董事總經理及董事副總經理)： 

a. 避免與首鋼集團在同一時間收購股份導致公眾持有本公司股份總

額減少到低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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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措施 

A. 首鋼集團及/或受控法團收購股份(負責人：首鋼集團及首長寶佳管理層) 

1. 首鋼集團及/或受控法團收購股份觸發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而涉及豁免

清洗申請 

a. 協助首鋼集團委任財務顧問提出收購價及豁免清洗申請 

b. 就全面要約為獨立股東聘請獨立財務顧問 

c. 安排刋發向證監會作出全面要約及申請豁免清洗的公告 

d. 獲得獨立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批准全面收購要約 

 

2 關於全面要約事宜與其他主要股東聯繫(負責人：董事總經理及董事副

總經理) 

 

3 與本集團的銀行家聯繫尋求持續的信貸支持，並獲得(如財務契諾)必要

的同意/放棄(負責人：財務董事及財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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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措施 

A. 建立與持份者關係(負責人：首長寶佳管理層) 

1. 安排與銀行家，投資者和分析師定期會議，按公司持續披露責任政策 

(「披露政策」)規範下向他們提供本集團業務發展和財務狀況的最新信

息 

 

2. 為保持/創造其現有/潛在投資者在本公司的利益，根據披露政策規範下

開展路演或一對單會議 

 

3. 為更新股東及投資者本集團最新信息，根據披露政策規範下每季度在公

司的網站上發布運營數據 

 

4. 根據披露政策規範下偶爾接受媒體採訪以更新市場對本集團最新信息 

 

B. 改善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狀況(負責人：首長寶佳管理層) 

抵禦沽空最有效的措施是本集團能擁有強大的現金流量狀況。因此，本集團

應：-  

1. 與銀行商討提供更好債務融資的條件 

 

2. 密切跟進收回應收賬款 

 

3. 改善本集團的信貸監控系統 

 

附註： 

此應急計劃，根據需要時定期審閱及更新。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最新版本：28/1/2013 



 
 

附件二十一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推廣及宣傳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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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為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的國內核心附屬公司，為推廣及宣傳公司產品和促進

營運的目的，發放新聞稿、編制宣傳稿件和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是不可或缺的一

環。 

 

為了統一及確定集團對推廣及宣傳事宜的操守及同時保護公司資產及資料利

益，現制定了一套推廣守則，為國內附屬公司所有一般員工、管理層員工及各董

事提供相關的指導方針，務使各員工在取得促進營運成果的同時，能採取及符合

達致成果的合規方法。 

 

推廣及宣傳守則包括： 

 

(1) 編制宣傳稿件 

(2) 對外溝通及發放新聞稿 

(3) 代表公司和保護公司資產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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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制宣傳稿件 

 
 在推廣公司業務及產品，編制宣傳稿件，例如宣傳冊子給客戶是一個有效

的推廣方法，讓現有及潛在客戶對本集團有更深入了解及增加他們對集團

的信心。唯在推廣宣傳當中需遵守以下之守則： 

  

 (I) 遵守有關中國法律 

 

  在草擬編制宣傳稿件時，在撰寫內容、用字、插圖和相片方面均須符

合如下法規要求： 

 
  A.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商標是一些註冊商標，包括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和集體商標、證

明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受法律保護。 

 

   為避免侵權行為，商標註冊人可以通過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

許可他人使用其注冊商標。所以在未經商標注冊人授權同意前，

最好盡量避免使用其注冊商標在有關稿件內。如必須採用時須首

先取得該註冊人之同意。 

   
  B.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所稱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 

   - 文字作品； 

   - 口述作品； 

   - 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 

   - 美術、建築作品； 

   - 攝影作品； 

   - 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 

   - 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

品； 

   - 計算機軟體； 

   -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 

     
   為避免侵權行為，使用他人作品在有關宣傳稿時應當同著作權人

訂立許可使用合同(著作權法規定可以不經許可的除外)，並在稿

件中列明引用出處，避免承擔侵犯他人作品的著作權的權益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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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授權程序 

 
  國內附屬公司所有宣傳稿件應由管理層員工建議執行，但必須預先獲

該公司總經理批准同意。 

 
當該總經理批准後，管理層員工才可授權其他員工負責草擬。 

 
在草擬過程中如有懷疑，被授權草擬宣傳稿件的員工應向負責該宣傳

稿件之管理層諮詢及有關稿件亦需給予該管理層審閱。 

 
其後必須把宣傳稿件呈交香港總部作最後審批，並將回饋意見給該總

經理拍板完成。 

 
未經以上審批程序，宣傳稿件不可印刷。 

 
宣傳稿件內容必須定期更新，以確保內容準確。 

   

  宣傳稿件的最新版本須報備香港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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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外溝通及發放新聞稿 

 
 向市場展開適當的溝通有助推廣產品和促進營運，但必須清楚界定消息傳遞

的責任誰屬。為此目的，應指定一些熟悉公司業務和相關監管規定的董事或

管理層員工來負責這些工作，即所有資訊傳遞的工作均應交由他們進行，其

他員工除非獲得公司指定(除了披露有關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和/或與業

務合作夥伴或客戶或供應商所簽訂保密協議之消息)，否則一概不得向外傳

遞任何消息。 

 

 A. 指定消息傳遞人 

 
  為了盡量減低未經授權披露消息的風險，現規定以下人士可獲授權傳遞

公司消息： 

  - 首長寶佳董事長； 

  - 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 

  - 由首長寶佳董事長或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或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

總經理指定的授權人士(只限於一般業務傳訊及日常業務傳訊) ；  

  - 集團公司授權代表(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所定義)。 

    
 B. 消息傳遞對象 

  - 現有業務客戶或潛在的業務客戶； 

  - 供應商；  

  - 銀行； 

  - 分析員； 

  - 新聞界或傳媒及其他。 

    
 C. 消息發出途徑 

  - 與現有業務客戶、潛在業務客戶、供應商、銀行、分析員或新聞界

或傳媒的會議(不論親自參加、電話會議、電子郵件通訊或其他電

子通訊方式)； 

   註：有關與分析員或新聞界或傳媒進行會議，於香港總公司首長
寶佳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在中期業績及末期業績公佈日的前一個月
及兩個月內，應避免安排該等會議，以免不小心披露內幕消息(定
義見第 D 項)。 

    
  - 新聞稿及其他。 

   註：發出新聞稿前，必須(1)預先獲得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批准同
意；(2)草擬完成後，必須呈交獲授權處理新聞稿的上級／經理審
閱；(3)經香港總部有關職能部門，如公司秘書部審閱；(4)未經審
批及獲得首長寶佳董事總經理拍板，新聞稿不得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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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消息 

 
  無論通過哪一種途徑發出消息，於披露以下消息時，務必特別注意。 

 

  內幕消息 

 
  由於香港總公司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上市的有限公

司，因此必須遵守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及其

他香港法例，特別是關於披露內幕消息法律事宜。國內附屬公司在披露

消息時應該著重所提供外界的消息的完整性、適時性和準確性，並且不

可涉及內幕消息。 

 

所謂「內幕消息」，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內幕消息 (Inside Information)」就某上市法團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

的具體消息或資料─ 

 

(a) 關於─ 

 

(i) 該法團的； 

(ii) 該法團的股東或高級人員的；或 

(iii) 該法團的證券或該等證券的衍生工具的；及 

 

(b) 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進行該法團上市證券交易的人所知，

但該等消息或資料如普遍為他們所知，則相當可能會對該等證券的

價格造成重大影響。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向香港聯交

所、首長寶佳集團的股東及其上市證券的其他持有人通知任何與首長寶

佳集團有關的消息（包括與集團業務範圍內任何主要新發展有關的而未

為公眾人士知悉的消息），該等消息為： 

 

  - 供上述各方及公眾人士評估首長寶佳集團的狀況所必需者； 

  - 避免首長寶佳集團證券的買賣出現虛假市場的情況所必需者；及 

  - 可合理預期會重大影響首長寶佳集團證券的買賣及價格者。 

 

  僱員可參考所載於「持續披露責任政策」（附錄十八）之內幕消息資料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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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諮詢途徑 

 
  如未能夠確定披露的訊息是否屬內幕消息，請立即諮詢首長寶佳公司秘

書部。 

 

(3) 代表公司和保護公司資產及消息 

 
 (I) 代表公司 

 
  只有獲授權人士／代表才能代表公司，除非政策或程序有其他規定。 

 

當員工需要在公眾討論區或在網站發表或發放消息，亦應顧及公司整

體形象及聲譽。 

 
員工亦不應向供應商、客戶或競爭對手的產品、服務、設備公開表示

認同或評論。 

 

 (II) 保護公司資產及消息 

 
  所有員工應對公司業務或其他內幕消息予以保密，保存完整的業務和

營運記錄。 

 
另外亦須根據有關公司的規定及當地適用的法律規則保護公司的知識

產權及資料/消息，不得濫用及洩露給未獲授權知悉該等知識產權的其

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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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此乃日常推廣守則，目的為減低國內附屬公司在推廣產品和促進公司營運時對其

及首長寶佳集團造成任何損失的風險，國內附屬公司員工必須遵守這些條文守

則，若發現員工有違操守或實際違反有關守則時，香港總部有權對該等人士採取

紀律處分及可能被即時解僱。 

 
香港總部對以上守則有最終的詮釋權，亦會對此不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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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shipment beyond credit limit 

超授信額度發貨申請表 

      Contents to be filled by salesperson:  

銷售人員填寫內容: 

Name of customer： 

客戶名稱： 
  

Customer code： 

客戶代碼： 
  

Business nature: 

業務類型： 
  

Sales manager: 

銷售經理： 
  

Date of application: 

申請日期： 
  

Sales order number of shipment applied: 

申請發貨之銷售訂單號：  

Quantity ordered (tonne): 

訂單銷量(噸)： 
  

Sales amount (include VAT) (RMB'0000) 

含稅銷售額(萬元)： 
  

Reason for shipment locked (please tick if applicable) 

送貨單鎖定原因(如有請打)： 

Beyond credit limit 

超信用額度 
 

Beyond credit period 

超賬期 
 

Reason for application for shipment beyond credit limit (Please 

state reasons and repayment plan)  

申請超授信發貨理由闡述(請闡述理由及回款方案)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字： 
  

 

 

 

 

 

 

Contents to be filled by Finance:  

財務部填寫內容:   
  

Credit amount 

(RMB'00000) 

額度(萬元)： 

  
Credit period: 

賬期： 
  

Settle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Present amount due 

(RMB'00000): 

當前欠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past 

due (RMB'0000): 

其中逾期款(萬元)： 

  
PD%: 

逾期款百分比： 
  

Present aged analysis: 

當前賬齡分析 

<=1 month 

<=1 個月 

1-3 months 

1-3 個月 

3-6 months 

3-6 個月 

6-12 months 

6-12 個月 

>12 months 

>12 個月 

(RMB'0000)  

(萬元) 
          

Total amount 

outstanding after this 

proposed shipment 

(RMB'0000): 

計入本次發貨後 

之欠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past 

due (RMB'0000): 

其中逾期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beyond credit limit 

(RMB'0000): 

其中超額度 

之金額(萬元)： 

 

Description of past repayment history of the customer 

該客戶歷史回款狀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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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 

審批： 

  
    

  

      

                                                                                                                         

Sales Director 

銷售總監 

Director of new business 
新業務部總監 

General Manager of Factory 

工廠總經理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SCCHL  

香港總部財務總監 

Deputy General Manager  

(Finance) of SCCHL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財務) 

General Manager of SCCHL 

香港總部總經理 

Remarks on approval authority 

審批許可權說明 

RMB 

人民幣 

Sales Director / 

Director of new 

business 

銷售總監 / 新

業務部總監 

General Manager  

of Factory  

工廠 

總經理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SCCHL 

香港總部財務總

監 

Deputy General 

Manager 

(Finance)  

of SCCHL  

香港總部副總

經理(財務) 

General 

Manager of 

SCCHL  

香港總部總經

理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low 5%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5%以下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tween 5% – 10% or below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5% - 10%以下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tween 10% – 15% or below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10% - 15%以下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tween 15% – 20%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15% - 20% 

    

 
 

Remarks:  

備註： 

1. Finance department of factory must file with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SCCHL for all overdue or excess 
delivery. 
所有逾期或超額度發貨，工廠財務部必須向香港總部財務部備案。 

 

2. If PD% is higher 20%, then delivery of goods must be stopped immediately. Further, within 7 days, sales director must 

submit customer visit report to Hong Kong headquarter for internal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當客戶逾期百分比（PD%）大於 20%時，即時停供，銷售總監於 7 天內提交客戶訪問報告於香港總部，香港
總部內部討論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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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shipment beyond credit limit-New Business Segment 

 

超授信額度發貨申請表- 新業務部 

      Contents to be filled by salesperson:  

銷售人員填寫內容: 

Name of customer： 

客戶名稱： 
  

Customer code： 

客戶代碼： 
  

Business nature: 

業務類型： 
  

Sales manager: 

銷售經理： 
  

Date of application: 

申請日期： 
  

Sales order number of shipment applied: 

申請發貨之銷售訂單號：  

Quantity ordered (tonne): 

訂單銷量(噸)： 
  

Sales amount (include VAT) (RMB'0000) 

含稅銷售額(萬元)： 
  

Reason for shipment locked (please tick if applicable) 

送貨單鎖定原因(如有請打)： 

Beyond credit limit 

超信用額度 
 

Beyond credit period 

超賬期 
 

Reason for application for shipment beyond credit limit (Please 

state reasons and repayment plan)  

申請超授信發貨理由闡述(請闡述理由及回款方案)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字： 
  

 

 

 

 

 

 

Contents to be filled by Finance:  

財務部填寫內容:   
  

Credit amount 

(RMB'00000) 

額度(萬元)： 

  
Credit period: 

賬期： 
  

Settlement method: 

付款方式： 
  

Present amount due 

(RMB'00000): 

當前欠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past 

due (RMB'0000): 

其中逾期款(萬元)： 

  
PD%: 

逾期款百分比： 
  

Present aged analysis: 

當前賬齡分析 

<=1 month 

<=1 個月 

1-3 months 

1-3 個月 

3-6 months 

3-6 個月 

6-12 months 

6-12 個月 

>12 months 

>12 個月 

(RMB'0000)  

(萬元) 
          

Total amount 

outstanding after this 

proposed shipment 

(RMB'0000): 

計入本次發貨後 

之欠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past 

due (RMB'0000): 

其中逾期款(萬元)： 
 

In which amount 

beyond credit limit 

(RMB'0000): 

其中超額度 

之金額(萬元)： 

 

Description of past repayment history of the customer 

該客戶歷史回款狀況描述   
  

 

 

 

 

 

 

 

 

Appendix 22a 

附件 22a 



2 
 

Approval: 

審批： 

  
    

  

      

                                                                                                                       

Sales Director  

銷售總監 

Director of New Business 
新業務部總監 

General Manager of Factory  

工廠總經理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SCCHL  

香港總部財務總監 

Deputy General Manager  

(Finance) of SCCHL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財務) 

General Manager of SCCHL 

香港總部總經理 

Remarks on approval authority 

審批許可權說明 

RMB 

人民幣 

Sales Director 

/ Director of 

new business 

銷售總監 / 

新業務部總監 

General Manager  

of Factory  

工廠 

總經理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SCCHL 

香港總部財務總

監 

Deputy General 

Manager 

(Finance)  

of SCCHL  

香港總部副總

經理(財務) 

General 

Manager of 

SCCHL  

香港總部總經

理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100,000 or below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100,000 或以下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tween $100,001 – 200,000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 $100,001 – 
200,000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between $200,001 – 300,000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200,001 – 
300,000 

      

Amount past due or beyond credit 
limit over $300,000 

逾期款或超額度於$300,000 以上 

    

 
Remarks:  

備註： 

1. Finance department of factory must file with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SCCHL for all overdue or excess 
delivery. 
所有逾期或超額度發貨，工廠財務部必須向香港總部財務部備案。 

 

2. If PD% is higher 50%, then delivery of goods must be stopped immediately. Further, within 7 days, sales director must 

submit customer visit report to Hong Kong headquarter for internal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當客戶逾期百分比（PD%）大於 50%時，即時停供，銷售總監於 7 天內提交客戶訪問報告於香港總部，香港
總部內部討論處理方案。 

 



   

 
Appendix 23 
附件二十三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Application Form for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支出報銷申請表 

 

Part I – Details of Applicant 
第一部份 – 申請者資料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者姓名             

: 
: 

 

 
Position   
職位    

 
: 
: 

 

 
Department / Unit  
所屬公司/部門 

 
: 
: 

 

 
 
Part II – Details of Reimbursement Expenses 
第二部份 – 支出報銷詳情 

(Please hand in original receipts, such as credit card receipts, detailed merchant receipts…etc.) 
（請附上收據正本，如信用卡收據，詳細的商業收據等等。） 
 
Amount 
金額 

: 
: 

Nature 
用途 
 

□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交通支出 

□ Offering gifts  (credit card payment slip / cardholder copy receipt is NOT acceptable; 
only merchant receipts should be allowed) 

     饋贈支出（除商業收據外，信用卡付款收據/持卡人收據副本恕不接受） 
□ Entertainment expenses (including meal expenses) 
     應酬支出(包括用膳支出) 
□ Business travel expenses 
    公務出差支出 

*  Please  tick the applicable box 請在適用的方格內打勾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AND 
Number of Individuals /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Expenses Claimed 
與所申報的支出有關

聯之機構/公司名稱及

參與人數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 / 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enses Method 
支出方式 
 

: Cash / Cheque / Credit Card / Bank Transfer / Others: ______________ 
: 現金 / 支票 / 信用卡 / 銀行轉帳 / 其他:_____________ 
  *  Please circle if applicable 請圈出適用者  

 
Remarks 
備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者簽署:   
 
Date  :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III – Approval 
第三部份 – 批核 

 
Endorsed by: 
審核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Head /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有關部門的*主管 / 經理姓名及簽署 

 
Department: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Approved by :  
批准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 General Manager / 
Chairman of Hong Kong Headquarter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 / 董事總經理 /  
董事長的姓名及簽署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Date  : 
日期  : 

 Date  : 
日期  : 

 

 
 
For use by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用： 
 
Approved Amount of Expenses Reimbursed： 
同意支付金額： 
 

 
Date of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報銷款項日期： 

Payment Method：□ Cash  現金    □ Cheque 支票 
支付方式： 
*  Please  tick the applicable box 請在適用的方格內打勾  
 

 

 
Acknowledgment of Receipt 確認收據 

 
I hereby confirm that the reimbursement amount of $___________________ has been well received.  
 
本人在此確認已接收 $___________________的報銷款項。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者簽署：  
 

Date of Payment Received： 
款項簽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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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Application Form for Advance Payment 
/ Pre-disbursement 

預付款申請表 
 

Part I – Details of Applicant 

第一部份 – 申請者資料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者姓名             

: 

: 

 

 
Position   
職位    

 
: 
: 

 

 
Department / Unit  
所屬公司/部門 

 
: 

: 

 

 
 

Part II – Details of Advance Payment / Pre-disbursement 

第二部份 –預付款詳情 

 
 

Amount 

金額 

: 

: 

Nature 

用途 

 

□ Business travel expenses (attached with approved Business Travel Request Form, travel 

to  

_                          from                            to                        ) 

     公務出差支出 (隨附已批准的公務出差申請表，由                       至                    

到_                                    出差) 

 

□ 其他:(        )   

     Others:(        ) 

     Reason 理由：                                                                                                              

  

*  Please  tick the applicable box 請 在 適 用 的 方 格 內 打 勾  

 

Remarks 

備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者簽署:   

 

Date  :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III – Approval 

第三部份 – 批核 

 

 

Endorsed by: 

審核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Head /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有關部門的*主管 / 經理姓名及簽署 

 

Department: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 去不適用者  

Approved by :  

批准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Managing Director of Hong 

Kong Headquarter 

*香港總部副總經理 / 董事總經理 /  

董事長的姓名及簽署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 去不適用者  

Date  : 

日期  : 

 Date  : 

日期  : 

 

 
 
 
For use by Finance Department： 

财务部用： 
 

Amount of Advance Payment / Pre-disbursement： 

支付預付款金額： 

 

 

Date： 
日期： 

Payment Method：□ Cash  現金    □ Cheque 支票 

支付方式： 

*  Please  tick the applicable box 請 在 適 用 的 方 格 內 打 勾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Breakdown of Corporate Credit 
Card Expenses  

公司信用卡支出明細表 

***See Overleaf*** 

***請翻閱背面*** 

 

 

 

To be filled out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ONLY  
僅為執行董事填

寫之用 

Part I – Details of User 
第一部份 – 使用者資料 

 

 
Name of User  
使用者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簽署 
    

 
 
: 
: 

 
 
 

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 
: 

 
 
 
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II – Details of Transaction / Expenses                 
第二部份 – 交易 / 支出詳情 

(Please hand in original receipts, such as credit card receipts, detailed merchant  
receipts…etc.) 

（請附上收據正本，如信用卡收據，詳細的商業收據等等。） 
 

 
Part III – Approval 
第三部份 – 批核 

(For each transaction / expense approval by initial is required.)  
 （每筆交易/支出需以簡簽批准。） 

 
Approved by :  
批准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the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 Executive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 
Managing Director /Chairman 
*董事副總經理 / 董事常務副總經理 / 董事總經理 
/ 董事長的姓名及簽署 
*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Date  :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use by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用： 
 
Record of Approval Costs of  
Transaction / Expenses:  
同意交易/支出總金額紀錄：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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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第二部份 
 

 Date of 
Transaction / 

Expenses 
交易/支出日期 

Nature of Each Transaction / Expenses 
交易 / 支出性質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AND Number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 Expenses  

與該交易/支出有關聯之機構/公司名稱及參與人數 

Amount (HKD) 
金額 (港幣) 

Approval 
批核 

*To be initialed by the 
authorized person 
授權人士請簡簽 

1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2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3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4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5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6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7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8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9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0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1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2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3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4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15 
 □Transportation 交通  □Gifts Note(1) 饋贈註(1) □Business travel 公務出差 Name of Organisation / Enterprise 機構/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Individuals/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meal) 款待(包括用膳) 

    Total Amount (HKD ): 
總金額 (港幣)       : 

  
Note註: 
(1) Credit card payment slip / cardholder copy receipt is NOT acceptable; only merchant receipts should be allowed. 

除商業收據外，信用卡付款收據/持卡人收據副本恕不接受。 
 

(2) If the space provided is not sufficient, please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n a separate sheet and have it duly signed and attached to this form. 
若提供的填寫空間不足，請自行附加紙張填寫，妥為簽署並釘在此表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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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 

Shougang Concord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Department ： 

申請部門  ：              

 

 

Details of proposed purchased goods / services： 

建議購買物品/服務的資料               ：                                                      

 

 

Reason of purchase               ： 

購買原因 ：                                                        

 

 

 

 

 

 

 

 

 

 

 

 

 

 

 

 

 

 

 

 

 

 

 

 

 

 

  

Office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 Services Purchase Application Form 

辦公室物品/服務採購申請表 
 

(If the cost of purchase of each item is HK$6,000 or above (HK) or RMB2,000 or above (PRC),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如購買成本為港幣 6000 元或以上(香港)或等值人民幣 2,000 元或以上(國內)，以每件計算，請填寫以下資料。) 

Comparison of Suppliers 供應商對比 

Supplier 

供應商 

Summary 

摘要 

Quote (HK$) 

報價（港元） 

Special Terms / Remarks 

特別條款/備註 

 

 

 

 

 

 

   

 

 

 

 

 

 

   

 

 

 

 

 

 

   

 

Recommended supplier 建議供應商： 

 

Reason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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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the Applicant   

regarding the purchase ：  

有關購買物品的申請人姓名：                      

   

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Endorsed by ： 

申請人簽署：                         審核者     ：        

                      Name of Signature of the * Head/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有關部門*主管/經理姓名及簽署 
                           *Please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Date：              Date： 

日期：                      日期：                

 

 

 

 

 

 

Approved by 

批准 

： 

： 

  Approved by 

批准 

： 

： 

 

  Human Resources & 

Administration Deputy General 

Manager / Manager 

人力資源及行政副總經理/經理 

 

   General Manager 

總經理 

Date 

日期 

： 

： 

  Date 

日期 

： 

： 

 

 

審批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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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首長寶佳」/「本公司」) 

 

提名公司董事政策 

 

1. 目的  

  

1.1 本政策旨在確保首長寶佳董事會（「董事會」）在技能、經驗及合乎公

司業務要求的多元化方面取得平衡，並在提名委任過程中更明確並提高

透明度。 

  

2. 願景  

  

2.1 本公司強調甄選及委任本公司董事（「董事」）的最終責任在於整個董

事會，而該政策將提升更佳的董事會效率和多元化。 

  

3. 甄選准則 

  

3.1 下列因素將用於評估建議候選人的適合性﹕ 

 品格、個人及專業道德 

 誠信的聲譽 

 對公司有關及有裨益的業務經驗，具有鋼簾線行業經驗為優勢 

 承諾願意投放足夠時間及相關興趣去履行董事的職責 

 各方面的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18歲或以上）、文化

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巧、知識及服務年期 

  

3.2 除上述建議候選人的資格外，還應考慮以下與公司有關的因素﹕ 

(a) 董事會目前對特定的專業技能或經驗的需求及候選人是否滿足這些

需求; 

(b) 要求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證券規則》（「上市

規則」）設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獨立准則或指

引考慮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是否被視為獨立; 

(c) 適合本公司目前對特定技能或經驗的需求; 及 

(d) 符合本公司的文化。 

 

這些因素僅供參考，並非具有詳盡性和決定性。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有權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提名任何人。 

  

3.3 卸任的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除了連續九年擔任非執行董事外，

均有資格獲得董事會提名，以便在股東大會上再次當選。為免產生疑問，

附件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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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會決定非執行董事是否有資格獲提名參加股東大會膺選的九年

期計算，將由他/她首次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之日起至下次即將舉行的股東

周年大會為止，而其目前的任期將於該會結束時屆滿；及(b) 在董事會任

職連續九年或以上的非執行董事可繼續任職至其目前任期屆滿為止。 

  

3.4 在釐定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擔任董事超過九年」足以作為一個考慮

因素。若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任已過九年，其是否

獲續任應以獨立決議案形式由本公司股東（「股東」）審議通過。除了收

妥確認他們獨立的文件外，隨附該決議案一同發給股東的文件中，應載

有董事會為何認為該名人士仍屬獨立人士及應獲重選的原因。 

  

3.5 建議候選人將被要求提交必要的個人資料及被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的書面

同意，並在任何文件或相關網址上公開披露個人資料，以達致作為非執

行董事支持其膺選之目的。 

  

3.6 提名委員會可要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和文件（如考慮需要）。簡而言

之，本公司應考慮候選人在資格、技能、經驗、獨立性及性別多元化方

面會為董事會帶來的潛在貢獻。 

  

4. 委任董事適用的法律和程序 

  

4.1 股東委任董事 

  

4.1.1 在不時經修訂的適用法律及規則（包括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 

（「公司條例」），上市規則及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

則」）第103條,104條,105條及106條））的規限下，股東可在股東大會上

提呈建議，提名任何人士甄選、委任及再委任為董事。  

  

4.1.2 據此，若股東欲提名一名人士參選董事，一份通知書必須妥交存至本公

司的註冊辦事處（須註明致公司秘書），並根據公司條例及在公司網址

上公佈的《股東提名董事的程序》，由獲委任候選人的意願簽署，及﹕ 

(a)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須披露該候選人的資料; 

(b) 候選人書面同意發佈其個人資料; 及 

(c) 候選人的聯絡地址及聯絡電話等。 

  

4.1.3 為確保其他股東有足夠的時間考慮獲提名候選人的資料，就提名候選人

作為董事之事宜，本公司敦促股東在可行的情況下儘早（至少在股東大

會召開前七（7）天）提交書面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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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本公司亦可要求任何建議候選人提供本公司可能合理要求之其他資料，

以釐定建議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出任獨立非執行董事。 

  

4.1.5 如相關文件有效地送達，董事會將於其時提名有關建議候選人於股東大

會上參選董事。 

  

4.2 提名委員會提名董事 

  

4.2.1 對於填補臨時空缺或委任額外董事，提名委員會應根據上述甄選准則提

出建議予董事會審議及批准。對於提名候選人參加股東大會選舉，提名

委員會向董事會提出的提名進行考慮及建議。 

  

4.2.2 (a) 提名委員會主席將確定合適及合資格的候選人並召開提名委員會會

議，邀請建議候選人與其他提名委員會成員會面以供考慮。 

(b) 建議候選人的簡歷和相關文件將在提名委員會會議之前送交給提名

委員會成員進行細讀及考慮。 

(c) 提名委員會成員將根據甄選准則評估建議候選人，以確定該候選人是

否有資格擔任董事。 

 

如果該過程產生一個或多個候選者，提名委員會應根據上述准則和提名

委員會成員認為合適的其他因素按優先順序選擇。 

  

4.2.3 提名委員會可通過不同的招聘渠道（如廣告或獵頭）來確定建議候選人，

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4.3 股東周年大會重選董事 

  

4.3.1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101條及103條，每名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

次。除退任董事及獲董事會建議之外，沒有人有資格在任何股東大會上

選舉董事的職位。 

  

4.3.2 被委任填補空缺或委任額外董事的董事應立即在其委任後的股東周年大

會上進行膺選。 

  

4.3.3 如果董事願意膺選，提名委員會將提名他們在股東周年大會上重選。提

名委員會將檢討卸任董事對公司的整體貢獻及服務水平（包括他們在董

事會的參與和表現及卸任董事的專業知識和資格）及提供甄選，以確定

他們是否仍滿足上文第3.1段所列的甄選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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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會繼任計劃 

  

5.1 因應本公司的企業策略及日後需要的技能、知識、經驗及多元化組合，

提名委員會將就委任或符合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書重新委任董事，以及

董事（尤其是董事長/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6. 監察及檢討本政策 

  

6.1 提名委員會將監察本政策，以確保本政策的有效性，並將討論可能需要

修訂的任何條例，並向董事會提議此修訂以供審議和批准。 

  

6.2 提名委員會將定期檢討本政策，並在《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董事會的

繼任計劃考慮因素，並監督本政策的實施，以實現本政策的目的。 

  

5.3 簡而言之，本政策將受到監督及檢討，以確保與公司的需求相關，並反

映當前的監管要求及良好的企業管治。 

  

本政策的中英文版敞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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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首長寶佳」/「本公司」) 

 

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和監控政策 

 

1. 目的 

 

本政策旨在制定首長寶佳在所有關連交易（不論是豁免交易或其他情況的交易）的

執行、記錄及匯報方面的內部控制系統及監控程序。 

 

2. 願景 

 

本公司在進行關連交易時，視本政策為操作方針，以實施良好的企業管治。 

 

3. 適用範疇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其董事和員工。本政策將

定期檢討及更新。 

 

4. 前言 

 

本集團致力維持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 章，若干關連交易須遵守披露

規定，而持續關連交易每年均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和核數師

審核。關於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報告和監控政策（以下簡稱「政策」）闡述

了內部監控程序以及關於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合規要求以及各相關方的角

色。 

 

此外，根據聯交所發出的指引信函（GL73-14）“持續關連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其披露

指引”： 

(a) 本公司應有足夠的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個別持續關連交易按照框架協議下的

定價政策或機制進行。而其亦應確保內部審核將審查這些交易和內部監控程序，

並將結果提呈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協助彼等進行年度審查。  

附件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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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確保(i)本公司訂立的方法及程序足以保證交易乃按一般商

務條款進行，且不損本公司及小股東的利益; 和(ii)本公司設有適當的內部監控

程序，而其內部審核人員亦會審核這些交易。 

 

本集團訂立的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應由本公司的秘書部及財務部監控。 

 

本公司的政策不進行任何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非豁免披露要求），除非： 

(a)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根據本文所載指引檢討該等交易（按適用情況）; 和/或 

(b) 該交易已獲有關公司及首長寶佳董事會及各自股東批准（按適用情況）。 

 

5. 保障 

 

如果對建議交易屬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有疑問，員工應與本公司的公司秘書

部聯繫。 

 

雖然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可能引起利益衝突，但倘若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

易進行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並遵守適用的法律，該等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便

可得到法律的允許。 

 

鑑於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敏感性，交易的公司或附屬公司應確保在啟動交

易之前不會給予關聯人士優待。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交易的公司或附屬公司可能

適當地對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進行獨立審查。在任何情況下，進行關連交易或

持續關連交易應有適當的文件根據。 

 

6.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 

 

本公司各附屬公司應提名一位高級職員為「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並根據本政策

負責向本公司報告所有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是一位

熟悉特定附屬公司的財務及業務運營的人。以下是各公司的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 

- 首長寶佳: 財務總監 

- 嘉興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 滕州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 首長寶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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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連交易的定義 

 

關連交易指(i) 與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ii) 與第三方進行的指定類別交易，而該

指定類別交易可令關連人士透過其於交易所涉及實體的權益而獲得利益；及(iii) 

由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持有的超過 10％的權益之共同持有的實體提供或接受財

務資助。有關交易可以是一次性的交易或持續性的交易。 

 

「交易」包括資本性質和收益性質的交易，不論該交易是否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

進行。這包括以下類別的交易： 

(a) 任何購入或出售資產，包括視作出售事項； 

(b) 授予、接受、行使、轉讓或終止一項選擇權，以購入或出售資產，又或認購證

券；或決定不行使選擇權，以購入或出售資產，又或認購證券； 

(c) 簽訂或終止融資租賃或營運租賃或分租； 

(d) 作出賠償保證，或提供或接受財務資助； 

(e) 訂立協議或安排以成立任何形式的合營公司（如以合夥或以公司成立）或進行

任何其他形式的合營安排； 

(f) 發行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新證券； 

(g) 提供、接受或共用服務；或 

(h) 購入或提供原材料、半製成品及╱或製成品。 

 

8. 持續關連交易的定義 

 

持續關連交易指涉及提供貨物、服務或財務資助的關連交易，該等交易持續或經常

發生，並預期會維持一段時間。這些交易通常是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進行的交易。 

 

9. 關連人士的定義 

 

「關連人士」指： 

(a)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 

(b) 過去 12 個月曾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董事的人士； 

(c) 任何上述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如關連人士是個人），包括： 

(1) 其配偶；其本人（或其配偶）未滿 18 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繼子女

（各稱「直系家屬」）； 

(2) 以其本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

的對象）的任何信託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該信託不包括為廣泛

的參與者而成立的僱員股份計劃或職業退休保障計劃，而關連人士於該計

劃的合計權益少於 30%）（「受託人」）；或 

(3) 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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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或 

(4) 與其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母、兄弟、繼

兄弟、姊妹或繼姊妹（各稱「家屬」）；或 

(5) 關連人士的配偶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及外孫、父母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堂兄弟姊妹、

表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的子女（各稱「親屬」）；或 

(6) 由家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其直系家屬

及╱或受託人持有佔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d) 任何上述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如關連人士是公司），包括： 

(1) 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2) 以該公司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

何信託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受託人」）；或 

(3) 該公司、以上第(d)(1)段所述的公司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

接持有的 30%受控公司，或該 30%受控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e) 「關連附屬公司」指： 

(1) 本公司旗下非全資附屬公司：即發行人層面的關連人士可在該附屬公司

的股東大會上個別或共同行使 10%或以上的表決權；該 10%水平不包括

該關連人士透過本公司持有該附屬公司的任何間接權益；或 

(2) 以上(e)(1)段落所述非全資附屬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f) 聯交所認為該人士應被視為關連人士。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士名單載於本政策附錄一，並會不時更新。 

 

10. 確定關聯人士名單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士名單（附錄一）須由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保管。關

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或關連交易的問卷調查（附錄一甲）將轉發

予關連人士，以進一步確定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由於名單可能變更，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應不時向本公司及其他附屬公司提供更

新一次的最新名單。 

 

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員名單中被確定與關連人士進行建議交易，應被

視為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前提是其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 

 

交易的公司的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作為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本政策保持

者）必須向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報告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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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的合規要求 

 

本政策適用於當本集團簽訂關於關連交易的書面協議時。關連交易的一般要求包

括公告、通函和年度報告披露以及股東批准（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提議和建議）。上市規則第 14 章所載根據百分比率計算之結果

可獲豁免其中任何披露規定。 

 

持續關連交易亦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5、14A.56

及 14A.57 條）進行年度審核。 

 

如建議交易需即時作出公告，應遵循附錄二規定的程序。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內部監控程序的工作流程應遵守。 

 

如建議交易需額外遵守上市規則，例如向股東發出通函或需股東批准，該事項須轉

交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 

 

每位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有責任按其負責公司制定類似的政策和程序，以識別和

處理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來確保遵守本政策的要求和其他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12. 內部監控程序 

 

(a) 不時維持最更新之本公司關連人士的名單（見附錄一）。 

(b) 將關連人士名單發送至相關同系附屬公司及本公司。 

(c)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提交月度報告（附錄三）及遵循報告的工作流程（見附

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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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角色和責任 

 

各部門或附屬公司在提供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資料上的角色和責任如下：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 

(a) 不時向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提供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最新關連人士名單； 

(b) 更新並向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提供有關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披露的任何

新項目和上市規則修訂的建議； 

(c) 就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向附屬公司提供意見及

協助；及 

(d) 安排編制通函予股東，以獲取新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股東授權及/或其後

續續期。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本公司的公司財務部 

(a)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最初提供的關連人士名單，識別可能構成關連交易或

持續關連交易的任何建議交易的性質及其金額； 

(b) 在 5 個交易日內向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通知任何需即時發出公告的建議關連交

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c) 協助有關公司的總經理編制可行性報告（如有可能）及建議關連交易或持續關

連交易的所有相關主要資料，以呈交審核委員會及/或董事會； 

(d) 在每月結束後的5個工作日內，向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提交包含以下資料的月

度報告（附錄三）；及 

(e) 就持續關連交易，應遵守持續關連交易內部監控程序的工作流程（見附錄二）。 

 

獨立非執行董事 

若關連交易需要股東批准，本公司必須成立一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將是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成員。 

 

提供給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審查的文件： 

(a) 本集團關於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定價政策或機制； 

(b) 包含持續關連交易詳情的摘要包括條款、年度上限、年度交易匯報金額等；或 

(c) 內部核數師關於持續關連交易審查和內部監控程序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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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確保： 

(a) 內部核數師審查了內部監控程序是否足夠和有效； 

(b) 審閱內部核數師關於交易的調查結果； 

(c) 有關交易是按照框架協議下的定價政策或機制進行；或 

(d) 本公司提供足夠的信息以履行其職責。 

 

獨立非執行董事就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審查發出確認函。（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5

條之規定不時修訂）。 

 

外聘核數師 

本公司必須聘請其核數師每年匯報持續關連交易和核數師須致函董事會有關持續

關連交易的年度審查。本公司必須於其年度報告付印至少 10 個營業日前，將核數

師函件副本送交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6 及 14A.57 條之規定不時修訂）。 

 

14. 記錄的維護性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將被要求填寫並簽署月度報告（附錄三），無論是否有任何

建議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由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妥善保密。 

 

如有任何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要披露，交易的公司需披露交易的詳細細節和

相關人士資料。 

 

此外，交易的公司或附屬公司應確保妥善維護及保留文件，以便監管機構或核數

師對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審查。監管機構和核數師應輕易獲取那些文

件。 

 

15. 檢討本政策 

 

所有關連交易和持續關連交易應不時由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審核，以確保其可操

作性、最新版及符合上市規則和本政策的適用法律。審計結果將報告予審核委員

會及董事會（如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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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公司或附屬公司應確保此交易符合並繼續符合以下標準： 

(a) 應符合本公司整體的最佳利益﹔ 

(b) 應代表公允價值且合理﹔ 

(c) 應妥善記錄﹔及 

(d) 應予以適當披露。 

 

16. 資源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部將提供實施本政策的指導、教育、培訓、公告及程序，包括

報告、監督及審查的要求。 

 

17. 修改 

 

本公司保留在認為必要時隨時修改或修訂本政策的權利，使本政策與上市規則、

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的新組織章程細則及當時實施的其他適用法律保持一致。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http://www3.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4/0606/LTN20140606981_C.pdf


9 
 

附錄一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士名單（據我們所知） 

 

個人 

 

1) 蘇凡荣先生（本公司董事長常兼董事總經理） 

2) 葉芊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 
3) 李金平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 
4) 廖 駿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5) 葉健民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6) 林耀堅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7) 馮耀嶺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8) 鄧國求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9) 張毅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0) 李寶仁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11) 李蒙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12) 李筱洁女士（本公司附屬公司總經理） 
13) 俞志高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4) 萬川特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5) 王量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6) 趙學武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7) 戴繼洪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 
18) 上述任何個人之「聯繫人」（如本政策第 9(c)條所述） 
 

公司 

 

1) 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 Prime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3) Fair Union Holdings Limited 

4) Richson Limited 

5) Casula Investments Limited 

6) Lyre Terrace Management Limited 

7) Jingxi Hodings Limited 

8) Bekaert Combustion Technology B.V. 

9) 李嘉誠基金會有限公司 

10) 上述任何公司之「聯繫人」（如本政策第 9(d)條所述），包括但不限於： 

 首鋼集團有限公司 

 北京首鋼基金有限公司 

 NV Bekaert SA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39）* 

 首長四方（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30）* 

 首程控股有限公司（前稱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97）* 

 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71）* 

 

* 有關上市公司請參閱其各自的最新年度報告以獲取附屬公司的詳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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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甲 

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或關連交易的問卷調查 

 

本問卷調查目的是收集關連人士的更新資料和/或與首長寶佳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有關的關聯交易的調查。您是本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主要股東，
因此，為本政策目的請向我們提供以下資料及相關文件：- 
 

1. 在下表請提供並填寫以下關於您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2 至
14A.15 條的定義，見附註）（如有）* 

 

個人姓名/公司名稱 與聯繫人的關係 

  

  

  

 

2. 如您無法提供上述資料，請簽署並確認 “本人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2 至 14A.15 條的定義，見附註）未進行/將不會/不會進行與本集團的
任何交易/合約/安排。如有上述情況，本人會立即通知本公司的公司秘書
部。” 

 

 

 

簽署 

姓名: 

日期: 

 

*如果提供的空位不足使用，請在另紙填寫，並簽署然後釘在此表格之後。 

 

附註: 

任何上述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如關連人士是個人），包括： 

(1) 其配偶；其本人（或其配偶）未滿18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繼子女（各稱「直系家屬」）； 

(2) 以其本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

託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該信託不包括為廣泛的參與者而成立的僱員股份計劃或職

業退休保障計劃，而關連人士於該計劃的合計權益少於30%）（「受託人」）；或 

(3) 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30%受控公司，或該公

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或 

(4) 與其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母、兄弟、繼兄弟、姊妹或繼姊

妹（各稱「家屬」）；或 

(5) 關連人士的配偶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孫及外孫、父母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的子女（各稱「親

屬」）；或 

(6) 由家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持有

佔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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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上述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如關連人士是公司），包括： 

(1) 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2) 以該公司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中，具有受

託人身份的受託人（「受託人」）；或 

(3) 該公司、以上第(1)段所述的公司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30%受控公

司，或該30%受控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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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內部監控程序的工作流程： 

  

CSD 應檢查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充足。協議的最終版本應提供予 CSD。CSD 審閱

有關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信息，例如月度報告中的交易金額及年度上限。 

p.s.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還應提供未來三年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額估計

上限。 

CSD 安排存檔備案 

建議之關連交易 建議之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所提供的資料，CSD 須告知所報告的交易是否會獲所有或任何

上市規則合規要求的豁免，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通知關連交

易授權檢閱員。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在每月結束後的 5 個工作日內向公司秘書部（CSD）提交

月度報告。該月度報告應由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簽署，並由各負責公司的總經

理或首長寶佳的董事贊同。 

詢問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提供有關交易的進

一步資料 

如不是 

如不是 

 

CSD 安排存檔備案 

如是受豁免交易 

收到表格後，CSD 應檢查月度報告是否包含在下一個報告月份內將會執行關連

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的資料。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通知其團隊成員在正式發布公告之前不得簽

署任何與考慮中關連交易相關的協議（如適當）。 

CSD 應盡快向首長寶佳的董事報告交易細節，並按上市規則安排發

佈正式公告/通函/股東大會等。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向 CSD 提供

所有必要的資料，以便進行披露目的。 

根據所提供的資料，CSD 須告知所報告的交易是否會獲所有或任何

上市規則合規要求的豁免，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通知關連交

易授權檢閱員。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通知其團隊成員在正式發布公告之前不得

簽署任何與考慮中持續關連交易相關的協議（如適當）。 

 

CSD 應盡快向首長寶佳的董事報告交易細節，並按上市規則安排發

佈正式公告/通函/股東大會等。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向 CSD 提供

所有必要的資料，以便進行披露目的。 

 

如不是受豁免交易 

 

如不是受豁免交易 

 

如是新建議之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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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的詳細資料和核數師的調查結果將每年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向相關

人士告知交易取消 

外聘核數師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查，並在其年度報告付印至少

10 個營業日前，將核數師函件副本送交聯交所。（上市規則第 14A.56

及 14A.57 條） 

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查及在年

度報告中進行確認，並確保制定適當的內部監控程序。（上市規則第

14A.55 條） 

CSD 定時審閱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資料，例如來自 FD/關連交易授權

檢閱員的交易金額和年度上限（如主要交易條款、年度上限等有任何

變化）。 

不批准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應向相關

人士告知交易取消 

 

一旦交易獲得批准，CSD 應通知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關連交易授權

檢閱員應告知相關團隊成員繼續簽署有關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協議

的日期不得早於公告日期。所有其他正式批准程序（包括董事批准/獨

立股東批准等）均應注意。 

批准 

財務部（FD）/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跟進有關交易金額、協議期限、

付款時間表、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或持續關連交易主要交易條

款的任何變化，並定期向 CSD 提供相關資料。 

一旦交易獲得批准，CSD 應通知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關連交易授

權檢閱員應告知相關團隊成員繼續簽署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

議。 協議的日期不得早於公告日期。所有其他正式批准程序（包括

董事批准/獨立股東批准等）均應注意。 

 
批准 

 

如持續關連交易超過年度上

限及主要交易條款發生變化 

不批准 

本公司必須重新遵守有關更改

上限、付款時間表或主要交易條

款的變化(如需要)之相關公告及

股東批准規定。 

CSD 通知董事會以討論事項並

通過召開董事會會議或通過董

事書面決議方式批准該等事項

(其中包括)新上限並確定是否需

要補充公告。 

CSD 檢查上市規則披露要求及/

或其他監管要求 

CSD 立即向董事總經理/董事副

總經理-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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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月度報告 

 

報告附屬公司/業務部門：  

截止月份：  

 

甲部分 於報告月期間進行或於協議期內的已批准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1. 本月有否進行任何上述交易？（如有多於一個交易，請在另紙填寫報告。） 

  有。如有，請辨別此交易： 

    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沒有。（請到乙部分） 

 

2. 請按以下方式提供有關上述交易的資料（如有多於一個交易，請複印此頁面以提交

其他交易的詳情）： 

 ⚫  協議的各方：  

 ⚫  與本集團之關係：  

 ⚫  交易詳情：  

 ⚫  如果是關聯交易，請提供合同下的總交易金

額： 

 

 ⚫  如果是持續關聯交易，請在報告月期間提供：

-  

- 於報告月的交易金額： 

 

  - 自本年度一月起的總交易金額：  

  - 已批准的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3. 請告知所報告的交易是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是 

  不是。如果不是正常的商業條款，請提供考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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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分 將至的報告月內可能會執行的新建議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1. 您預計在將至的報告月內您的部門是否會上述交易？ 

  有。如有，請辨別此交易： 

    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沒有。（請到丙部分） 

 

2. 請提供有關上述交易的資料如下（如它們是先前根據甲部分報告的持續關連交易，

則無需再次在乙部分提供詳情）： 

 ⚫  交易對方的名稱：  

 ⚫  與本集團之關係：  

 ⚫  交易詳情：  

 ⚫  如果是關聯交易，請提供合同下的總交易金

額： 

 

 ⚫  如果是持續關聯交易，請在報告月期間提供：

- 

- 報告月的交易金額： 

 

  - 自本年度一月起的總交易金額：  

  - 估算的未來三年的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  請提供協議和文件的最新草案或任何其他資

料： 

 

 

3. 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條款？ 

  是 

  不是。如果不是正常的商業條款，請提供考慮的依據： 

   

   

 

丙部分 簽署 

 

 

 

關連交易授權檢閱員 

姓名: 

日期: 

 各負責公司的總經理/首長寶佳的董事 

姓名: 

日期: 

 

所有已完成並簽署的月度報告應通過電子郵件 cosec@shougangcentury.com.hk 提交給本公
司的公司秘書部。 

 

mailto:cosec@shougangcentury.com.hk


 

 

 

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中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之申報表 

 

本人作為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謹此聲明(請在適當位置✓)： 

 

 本人或與本人有關連的實體（附註 1）
/聯繫人(附註 4)沒有在由本公司訂立或建議在由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害
關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業務而言屬
重大的。 

 

 本人，及/或與本人有關連的實體（附註 1）
/聯繫人(附註 4)

 在由本公司訂立或建議在由本
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
害關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具相當分量的利
害關係的信息如下所述： 

 

(a) 有關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訂立的
交易、安排或合約的主要條款； 

 

(b) 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的各方的姓名
或名稱； 

 

(c) 該利害關係的性質和程度；及 

 

 

(d) 該董事的有關連實體/聯繫人的姓名
或名稱， 其於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
或建議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有具
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以及該項關連
的性質。 

 

                                   

                                   

 

                                   

                                   

 

                                   

                                   

 

                                   

                                   

                                   

                                   

 

附註 1：有關連的實體包括： 

(a) 該董事的家庭成員； 

(b) 與該董事處於同居關係的人； 

(c) 屬(b)段所指的人的未成年子女並且符合以下說明的人— 

(i) 並非該董事的子女；及 

(ii) 與該董事共同生活； 

(d) 與該董事有聯繫的法人團體； 

(e) 以指明信託
（附註 2）

(為僱員參股計劃
（附註 3）或退休金計劃的目的而設的信託除外)的受託人身

分行事的人；或 

(f) 以下述的人的合夥人身分行事的人— 

(i) 該董事； 

(ii) 該董事的配偶； 

(iii) 該董事的未成年子女；或 

(iv) 憑藉(e)段而屬與該董事有關連的實體的另一人。 

 

 

 

 

…/P.2 

附件二十八 a 



 

 

 

 

 

附註 2：指明信託是指— 
(a) 該信託的受益人包括 — 

(i) 有關董事或前董事； 
(ii) 該董事或前董事的配偶；或 
(iii) 該董事或前董事的未成年子女；或 

(b) 該 — 
(i) 信託的條款賦予有關受託人一項可為以下的人的利益而行使的權力 —— 

(A) 該董事或前董事； 
(B) 該董事或前董事的配偶；或 
(C) 該董事或前董事的未成年子女；而 

(ii) 董事或前董事知悉該董事或前董事，或該配偶或子女屬該項權力的行使對象。 
 
附註 3：僱員參股計劃指旨在鼓勵或利便由以下的人持有或為以下的人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份
的計劃 — 
(a) 正真誠地受僱於或曾真誠地受僱於該公司或與其同屬一個公司集團成員的另一公司的人；

或 
(b) (a)段提述的人的配偶、遺孀、未亡夫或未成年子女。 
 

附註 4：聯繫人的定義是： 

(1) 配偶；其本人(或其配偶)未滿18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繼子女(各稱「直系家屬」); 

(2) 其本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
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受託人」)； 

(3) 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 30%受控公司，或該公司
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4) 與其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母、兄弟、繼兄弟、姊妹或繼
姊妹(各稱「家屬」)；及 

(5) 由家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持有佔多
數控制權的公司(指一名持有該公司權益的人士可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50%以上的
表決權，或可控制董事會大部分成員的組成的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確認：                   日期：              
   姓名：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僱員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中
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之申報表 

 

本人作為本集團的僱員，謹此聲明(請在適當位置✓)： 

 

口  本人或與本人有關連的實體
（附註 1）

/聯繫人(附註 4)沒有在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訂立或建議在由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
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 

 

口  本人，及/或與本人有關連的實體（附註 1）
/聯繫人(附註 4)

 在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訂立或建議在
由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所訂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有直接或間接且具相當分量的利害
關係，而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係的
資料如下所述： 

 

(a) 有關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訂立的交易、
安排或合約的主要條款； 

 

(b) 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的各方的姓名或名稱 

 

 

(c) 該利害關係的性質和程度；及 

 

 

(d) 該僱員之有關連實體/聯繫人的姓名或名
稱，其於該項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訂立
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有具相當分量的利害關
係，以及該項關連的性質。 

                                   

                                   

 

                                   

                                   

 

                                   

                                   

 

                                   

                                   

                                   

                                   

 
附註 1：有關連的實體包括： 
(a) 該申報人的家庭成員； 
(b) 與該申報人處於同居關係的人； 
(c) 屬(b)段所指的人的未成年子女並且符合以下說明的人— 

(i) 並非該申報人的子女；及 
(ii) 與該申報人共同生活； 

(d) 與該申報人有聯繫的法人團體； 
(e) 以指明信託(附註 2)

 (為僱員參股計劃(附註 3)或退休金計劃的目的而設的信託除外)的受託人身分
行事的人；或 

(f) 以下述的人的合夥人身分行事的人— 
(i) 該申報人； 
(ii) 該申報人的配偶； 
(iii)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或 
(iv) 憑藉 (e)段而屬與該申報人有關連的實體的另一人。 

 
 
 
 
 
 
 
 
 
 
 
 
 

…/P.2 

附件二十八 b 



 

 

 
附註 2: 指明信託是指 —— 
(a) 該信託的受益人包括 —— 

(i) 有關申報人； 
(ii) 該申報人的配偶；或 
(iii)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或 

(b) 該 —— 
(i) 信託的條款賦予有關受託人一項可為以下的人的利益而行使的權力 —— 

(A) 該申報人； 

(B) 該申報人的配偶；或 

(C) 該申報人的未成年子女；而 

(ii) 申報人知悉該申報人或該配偶或子女屬該項權力的行使對象。 

 
附註 3: 僱員參股計劃指旨在鼓勵或利便由以下的人持有或為以下的人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份
的計劃 —— 

(a) 正真誠地受僱於或曾真誠地受僱於該公司或與其同屬一個公司集團成員的另一公司的人；或 

(b)  (a)段提述的人的配偶、遺孀、未亡夫或未成年子女。 

 

附註4: 聯繫人的定義是： 

(6) 配偶；其本人(或其配偶)未滿18歲的(親生或領養)子女或繼子女(各稱「直系家屬」); 

(7) 其本人或其直系家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以其所知是全權託管的對象)的任何信託
中，具有受託人身份的受託人(「受託人」)； 

(8) 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的 30%受控公司，或該公司
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9) 與其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或其子女、繼子女、父母、繼父母、兄弟、繼兄弟、姊妹或繼
姊妹(各稱「家屬」)；及 

(10) 由家屬(個別或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或由家屬連同其本人、其直系家屬及/或受託人持有佔
多數控制權的公司(指一名持有該公司權益的人士可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50%以上
的表決權，或可控制董事會大部分成員的組成的公司)，或該公司旗下任何附屬公司。 

 

 
 
 
 

確認及簽署:                   日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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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nge of Customers’ Particulars of Sales Department 銷售客戶變更 
 

Name of salesperson 
銷售人員姓名 

  
Date 
日期 

 

Name of customer  
before the change 

客戶舊名稱 

 

Name of customer  
after the change  
客戶新名稱 

 

 

Name of beneficiary / owner 
before the change 

變更前實益人/擁有人名稱 

 

Name of beneficiary / owner 
after the change 

變更後實益人/擁有人名稱 

 

Business license no.  
before the change  

變更前營業執照號碼 

 

Business license no.  
after the change (if any) 

變更後營業執照號碼(如有) 

 

Former legal representative 
變更前負責人/法定代表人 

 

New legal  
representative (if any) 

變更後負責人 

/法定代表人(如有) 

 

Date of change 
變更日期  

New term of business (if any) 
新營業期限(如有) 

 

Reason(s) of change 
變更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he Sales Department Manager (Name) 
銷售經理簽署（姓名） 

 

Change of Customers’ / Suppliers' 
Particulars Form 

客戶 / 供應商資料變更表格 

Comments of Sales 
Department 

銷售部門意見 

Comments of 
Finance Department  

財務部門意見 

Confirmed by: 
確認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Head / Manager (Name) 
財務部門主管/經理簽署（姓名） 

Approved by: 
批准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he Director of Sales Department (Name) 

銷售總監簽署（姓名） 

*Please attach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the change of customer’s particulars (stamped), the renewed business license 

(stamped) and the “Agreement on confirmation / reaffirmation of change of interests / obligation / liabilities / debts” to this form. 

*請把客戶變更證明文件（蓋章）、客戶變更後營業執照複印件（蓋章）和《確認/重申變更權益/義務/責任/債務協議》

釘在此表格之後。 

  

Reviewed by: 
審核者: 



B. Change of Suppliers’ Particulars of Procurement Department 採購客戶變更  
 

Name of merchandiser 
採購人員姓名 

  
Date 
日期 

 

Name of supplier  
before the change 
供應商舊名稱 

 

Name of supplier  
after the change 
供應商新名稱 

 

Name of beneficiary / owner 
before the change 

變更前實益人/擁有人名稱 

 

Name of beneficiary / owner 
after the change 

變更後實益人/擁有人名稱 

 

Business license no.  
before the change  

變更前營業執照號碼 

 

Business license no.  
after the change (if any) 

變更後營業執照號碼(如有) 

 

Former legal representative 
變更前負責人/法定代表人 

 

New legal  
representative (if any) 

變更後負責人 

/法定代表人(如有) 

 

Date of change 
變更日期 

  
New term of business (if any) 

新營業期限(如有) 
 

Reason(s) of change 
變更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he Procurement Department Manager (Name) 
採購經理簽署（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Head / Manager (Name) 
         財務部門主管/經理簽署（姓名） 

*Please attach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for the change of supplier’s particulars (stamped), the renewed business license 

(stamped) and the “Agreement on confirmation / reaffirmation of change of interests / obligation / liabilities / debts” to this form. 

*請把供應商變更證明文件（蓋章）、供應商變更後營業執照複印件（蓋章）和《確認/重申變更權益/義務/責任/債務協

議》釘在此表格之後。 

Comments of 
Procurement Department 

採購部門意見 

Comments of 
Finance Department 

財務部門意見 

Confirmed and 
Approved by: 
確認及批准者: 

Reviewed by: 
審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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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息政策 (「本政策」) 
 

1. 目的/背景 
 

本政策的目的，是讓董事會決定是否建議從利潤中分配股息及每股分配

的股息金額而製定可跟從的標準規則和指導方針。 本政策的目的是通

過分享部分利潤來回報股東，同時確保為公司的未來發展前景保留足夠

的資金。 

 

由於股息分配減少了本公司的可用資金，本政策還旨在力求在公司增長

與股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故此宣布和/或支付股息會以本公司及其股

東之最佳利益為前提行事，並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2. 法律框架 

 

2.1 聯交所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中新訂立之守則條文 E.1.5 條，在 

“遵守或解釋”的大前提下，規定所有上市發行人須在其年報中披

露其股息政策。 

 

2.2 本公司董事會有責任制定作為決定向股東派發的股息的政策，以

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 
 

3. 釋義 

 
3.1 章程細則: 不時修訂之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3.2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3.3 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 

3.4 公司條例: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 

3.5 本公司: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3.6 股息: 股息是以現金或其他方式向公司股東分配

利潤和資產的一種形式 

3.7 董事: 本公司董事 

3.8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附件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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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3.10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3.11 股份: 本公司之普通股 

3.12 股東: 本公司之普通股之持有人 

3.13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3.14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本政策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4. 生效日期 
 

董事會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 E.1.5 條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

採納本政策，並將不時修訂，以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在生效日期

或之後的所有股息發佈將符合本政策。 
 

5. 影響股息分派的因素  
 

在決定股息分配時，應考慮以下各類別的因素： - 
 

5.1  內在因素  

 

5.11 盈利能力：股息決定取決於本集團的盈利能力。鋼簾線業務是本

集團的主要業務。鑑於鋼簾線業務需求的波動性，本公司的盈利

能力可能會不時變動，而變得不一致和不相同。 
 

5.12 流動資金狀況和現金流：現金流的可用性與通過股息分配給股東

的金額有直接關係，因為本公司需要在分配利潤之前履行其所有

業務責任。 
 

5.13 增長計劃的資本要求：本公司的增長計劃和相關的資本支出可能

需要本公司保留其資金，以便在預期的資本與負債比率內為的增

長/擴張計劃進行部署。在決定股息分配之前，董事會顧及內部資

金會撥用於建議的增長計劃。 
 

5.14 投資機會：股息決定應在本公司可獲得投資機會的時機時進行。 
 

5.15 提高借貸能力：本公司可能需要建立一定水平的淨資產價值才能

籌集到債務，以抓住外圍或其他增長機會。 
 

5.16 獲得股息的能力：股息決定將依賴於從本公司的子公司和聯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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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到的股息（如有），而這些股息又取決於這些子公司和聯營

公司（如有）在遵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的同時，從其保留盈餘及

可供分配的儲備中支付股息的能力。 
 

5.17 股東的期望：股東的主要目標是希望獲得有利可圖的投資回報。

定期股息分配能利誘股東維持其對本公司的投資，並獲得股東的

持續支持及信心。 
 

5.18 上述未明確涵蓋但可能對本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其他因素。 
 

5.2 外在因素  
  

5.21 法定及監管限制：股息的分派受到香港適用法律及任何法定要求

所規定的現行法律及監管規定或限制所規限。 

 

5.22合同制 約/債務契約的限制：本公司支付股息的能力可能被限制

貸款協議中的條款限制。 

 

5.23 當前經濟環境：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狀況會導致人民幣升值

或貶值，引致外匯收益/虧損，影響利潤並影響股息的分派。 

 

5.24 新興趨勢：金融市場的新興趨勢和鋼簾線業務的商業周期將影響

鋼簾線行業的增長和表現，從而影響本公司的股息決定。 

 

5.25 稅務代價：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法，除非優惠稅率適用，否則於中國的公司須繳納 25%的所得

稅。本公司及於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則須繳納 16.5％的香港利

得稅。本集團亦須為中國附屬公司向香港控股公司支付的股息而

承擔 5%之預提稅。因此，它將影響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從而影

響股息分派的決定。 

 

5.26 其他對本公司的經營/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的因素。 

 

5.3  利潤的利用:在符合香港法律和條款的規定和限制的前提下，並在

考慮本政策中規定的因素後，本公司可在下述條件作出分派:-  

(a)其淨資產款額不少於其已催繳股本及不可分派的儲備的總額；

及 (b)作出該項分派，不會使該等資產的款額減至少於該總額， 

而該項分派亦以此為限。本公司不得為根據本條釐定其淨資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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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目的，而將未催繳股本作為資產計入。 

 

5.4 股息金額: 不論是中期及/或末期股息，本公司將努力維持合理的

股息派發比率，同時考慮（a）公司的資金需求;（b）正向經營現

金流量; （c）上文列舉的其他財務因素。 

 

5.5 特別股息：董事會可在特殊情況下另外建議派發特別股息。 
 

6. 適用性 

 

與股息的分派和支付有關的問題應遵守本政策。因此，本政策適用於任

何股東，個人或機構就本公司股息提出的任何請求，並須遵守細則中的

規定。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所有類別的股份。 

 

7. 股息規限 
 

7.1 中期股息：董事會可行使全權的酌情權派發中期股息，或如董事

會認為本公司可供分派之溢利情況足以派發中期股息。如股本分

為各類不同股份，則董事除可派發中期股息予享有派息優先權股

份之持有人外，亦可派發中期股息予遞延股份或非優先股份之持

有人。惟倘於派付股息時，尚有任何優先股股息並未償付，則不

得派發中期股息予遞延或非優先股份之持有人。 

 

    如董事認為可供分派之溢利情況足以派發，則董事亦可不時派發

定額股息。（有關我們的股息分配歷史摘要，請參閱附錄一）。 
 

7.2 支付末期股息: 經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根據上述因素及

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本公司董事會可於會議上根據本政策建議應

付股東的末期股息金額。 
 

7.3 股息的形式和方式：股息應以下列形式支付：（a）現金;或（b）代

息股份;或（c）部份按上列(a)項與部份按上列(b)項之組合。本公

司向股東提供以股代息取代現金的選擇，在不產生經紀費的情況下，

而增加股東對本公司的投資。 

 

7.4 記錄日期或暫停辦理其香港上市證券的過戶的日期: 本公司於暫

停辦理其香港上市證券的過戶或股東登記手續前，須於至少 10 個

營業日（包括首尾兩天）前公布有關上述暫停過戶的安排。如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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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選擇不暫停過戶而採用記錄日期，本規定適用於記錄日期。 

 

8. 披露 
 

本政策將在本公司年報中披露。預期披露將令投資者在投資本公司時能

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 
 

9. 一般  
 

9.1本政策可根據公司章程細則及香港法律（包括公司條例及上市規

則）不時作出修改及修訂。 

 

9.2本公司保留更改，修改，添加，刪除本政策任何條款的權利。 

 

9.3如果有關部門發布的任何修改﹑澄清﹑通函等不符合本政策規定

的條款，則修改﹑澄清﹑通知等以本條款的規定為準，本政策應

自該修正，澄清，通函等規定的生效日期起相應修改。 
 

10. 免責條款 
 

本政策並不構成本公司對其未來股息的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和/

或絕不意味著公司會在任何時間或不定時宣布股息，但僅代表關於本政

策的一般指導和訊息目的。 視乎情況所需要時，董事會保留偏離並修改

本政策的權利。 

 

 

本政策的中英文版敞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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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年度  中期股息 (HK$) 末期股息(HK$) 

2020 不適用 - 

2019 不適用 每股1仙 

2018 不適用 不適用 

2017 不適用 不適用 

2016 不適用 不適用 

2015 不適用 不適用 

2014 不適用 不適用 

2013 不適用 不適用 

2012 不適用 不適用 

2011 不適用 不適用 

2010 每股1仙 每股 1.5仙 

2009 不適用 每股 1.5仙 

2008 每股1仙 不適用 

2007 不適用 每股 1仙 

2006 不適用 每股 1仙 

2005 不適用 不適用 

2004 每股2仙 每股1.5仙 

2003 每股1.5仙 每股2仙 

2002 不適用 不適用 

2001 不適用 不適用 

2000 不適用 不適用 

1999 不適用 不適用 

1998 不適用 不適用 

1997 不適用 不適用 

1996 不適用 不適用 

1995 每股 1.5仙 每股2.5仙 

1994 每股 1.5仙 每股3.5仙 

1993 每股2.5仙 每股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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