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051號公告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現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88(4)條的規定，將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經審核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列明於第 17009頁至第 17023頁。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主席王鳴峰博士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董事報告書

董事現呈交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周年報告及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主要營業地點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本公司 )是一家在香港成立及註冊的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
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 2號長江集團中心 21樓。

主要活動

《證券及期貨條例》就投資者賠償基金 (該基金 )的設立作出規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已認可本公司，以利便管理該基金。

財務報表

本公司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 17013頁至第
17023頁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內。

股本

本公司的股本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9。年度內並無股本變動。



董事

在本財政年度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董事包括：

王鳴峰博士，SC (主席 ) (2018年 8月 1日獲委任 )
高育賢女士 (前主席 ) (2018年 7月 31日退任 )
雷祺光先生
溫志遙先生
穆嘉琳女士
洪長益先生

彌償條文

為保障本公司各董事的獲准許之彌償條文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69條 )於本年度及目前仍然
生效。

董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權益

除與洪長益先生訂立的一張聘用合約外，在報告期終結時或在年度內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
以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公司董事擁有重大權益的交易、安排
或合約。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現依章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意應聘連任。本公司將在即將舉行的周
年大會上，提呈再度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核數師的決議案。

2019年 5月 20日 董事局代表 
 主席王鳴峰博士，SC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成員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列載於第 17013頁至第 17023頁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貴公司 )財務報表，包括：

• 於 2019年 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權益變動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及

•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
映貴公司於 2019年 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
香港《公司條例》適當編製。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
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 )，我們獨立於貴公司，並已履行守
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其他資料

董事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年報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
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資料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就我們對財務報表進行的審計而言，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料，及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資
料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有重大抵觸或者似乎有重大錯誤陳述。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資料有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
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董事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公平地反
映真實情況的財務報表，以及落實其認為編製財務報表所必要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不存
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編製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
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公司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
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
證，並出具包括我們的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本報告乃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405條的規定，僅
向貴公司作出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
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
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
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
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
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
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有
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董事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
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貴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
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
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
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貴公司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公平地反映相關
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董事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和重大審計發現，包括我們在審
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2019年 5月 20日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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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                        

年度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                        

年度 
         

      附註   

         
收入         

           

 從投資者賠償基金收回的款項  2(c)             5,858,990              5,729,275  

           
支出         

           

 辦公室地方   10             1,002,000              1,007,086  

 人事費用   4             4,057,982              3,959,040  

 其他支出   5                788,124                 760,416  

 折舊   6                 10,884                    2,733  

           

                   5,858,990              5,729,275  

           

           
年度稅前業績                           -                           -    

           

 稅項    3                        -                           -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第 * 頁至第 * 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   $  

第 17017頁至第 17023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財務狀況表

於 2019年 3月 31日

(單位：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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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財務狀況表 

於 2019年 3月 31日 

 

（單位：港元） 
 

      附註  2019  2018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  19,863       29,367  

           
流動資產        
           

 銀行及庫存現金                      81,887                   58,802  

 預付款項   7                   81,362                 206,316  
             

           
                       163,249                265,118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   8                 129,590                   91,690  

 應付予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數額  8                   53,521                 202,794  
             

           

                       183,111                 294,484  

           
流動負債淨額                   (19,862)                (29,36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                           1  

           
資產淨值                              1                           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1                           1  

 

 

 

於 2019年 5月 20日由董事局核准及許可發出，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署： 

 

 

 

 

 

 雷祺光 洪長益  
 

 

 

第 * 頁至第 * 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   $  

於 2019年 5月 20日由董事局核准及許可發出，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署：

雷祺光 洪長益

第 17017頁至第 17023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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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股本  留存盈利  總計 

      

          
於 2017年 4月 1日的權益總額  1                       -                       1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於 2018年 3月 31日的權益總額                      1                        -                       1  

          
於 2018年 4月 1日的權益總額  1                       -                       1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於 2019年 3月 31日的權益總額                      1                        -                       1  

 
 

 

 

 

 

 

 

 

 

 

 

 

 

 

 

 

 

 

 

 

 

 

 

 

 

 

 

 

第 * 頁至第 * 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   $   $  

第 17017頁至第 17023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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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                        

年度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                        

年度 
      

      

      
營業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年度業績                         -                           -    

 折舊                   10,884                    2,733  

 預付款項的減少／（增加）                 124,954                 (74,364) 

 應計費用的增加／（減少）                  37,900                   (4,100) 

 應付予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數額的（減少）／增加               (149,273)                127,873 

          

源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24,465                  52,142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購入固定資產                   (1,380)                (32,100)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380)                (32,1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淨額                  23,085                  20,042  

      

年度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8,802                  38,760  

        
年度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1,887                  58,80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於 2019年 3月 31日  於 2018年 3月 31日 

     $  $ 

        
銀行及庫存現金                  81,887                  58,802  

        
 

 

 

 

 

 

 

 

第 * 頁至第 * 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   $  

第 17017頁至第 17023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1. 狀況及主要活動

《證券及期貨條例》就投資者賠償基金 (該基金 )的設立作出規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 (證監會 )已認可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 (本公司 )，以利便管理該基金。

2.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
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要求。本公司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
摘錄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在本公司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新訂
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與本公司有關的範圍內初始應用這些新訂及經修
訂的準則所引致當前和以往會計期間的會計政策變動，已於本財務報表內反映，有關
資料載列於附註 2(k)。

我們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參閱附註 15)。

(b) 編製基準

儘管於 2019年 3月 31日所列出的流動負債超逾所列出的流動資產，我們仍以持續經
營基準編製本財務報表。該基金已承諾在有需要時提供財政資助，以維持本公司持續
經營。

我們以歷史成本為計量的基準編製本財務報表。

我們以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方式編製本財務報表，據此，管理層需要作出判
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所匯報的資產、負
債、收入及支出等數額。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是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及在該等情況下
相信為合理的各種其他因素作出的，所得結果構成目前未能明顯地從其他來源取得的
對資產與負債的帳面值作出判斷的依據。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我們持續覆核所作估計及相關假設。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當期，我們便於當期確
認有關修訂；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對當期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我們會於當期及未來期
間確認有關修訂。

(c) 收入的確認

當經濟利益相當可能會流入本公司，而我們可對有關收益及成本作出可靠的計量時，
我們便會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有關收入。

本公司的收入為該基金就已招致的開支所付還的款項。我們按照應計基準確認從該基
金收回的款項。



(d) 僱員福利

我們將僱員薪金、年度紅利、有薪年假及對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在僱員提供相關服務
的年度內按應計基準記入。

(e) 固定資產及折舊

固定資產是按歷史成本扣除累積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 (另見附註 2(j))列帳。歷史成本
包括可直接歸屬於有關項目的購入的開支。我們按照下列的估計使用期限將折舊以直
線法記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

- 傢俬及裝置 5年
- 辦公室設備 5年
- 個人電腦及軟件 3年

資產的使用期限及其剩餘價值 (如有的話 )均每年檢討一次。

報廢或出售固定資產項目所產生的損益，均按該項目的出售所得淨額與帳面值之間的
差額釐定，並於報廢或出售日期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予以確認。

我們在每個報告期終結時覆核資產的剩餘價值及使用期限並作出調整 (如適當 )。若
某項資產的帳面值大於其估計可收回數額，該項資產的帳面值便會立即被撇減至其可
收回數額。

(f) 關連各方

為符合本財務報表的目的，我們認為下列各方與本公司有關連：

(a) 任何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其本人或近親即屬與本公司有關連：

 (i) 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本公司；
 (ii) 對本公司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
 (iii) 是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母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

(b) 如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企業實體即屬與本公司有關連：

 (i) 該實體與本公司隸屬同一集團 (意指彼此的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公
司互有關連 )。

 (ii) 一家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或是另一實體所屬集團旗下成
員公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

 (iii) 兩家實體是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是為本公司或作為本公司關連方的任何實體的僱員福利而設的離職後

福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到上述 (a)項所指的人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
 (vii) 上述 (a)(i)項所指的人對該實體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是該實體 (或該實體母公

司 )的主要管理人員。
 (viii) 該實體或是其所屬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向本公司或本公司母公司提供主要

管理人員服務。

任何人的近親是指在與該實體進行事務往來時預期可能會影響該人或受該人影響的家
屬。



(g)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及庫存現金。

(h) 預付款項

我們最初以公平價值確認預付款項，其後以已攤銷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帳。

(i) 應計費用

我們最初以公平價值確認應計費用，其後以已攤銷成本列出該等帳項，但假如折讓的
影響並不重大，則以成本列出。

(j) 非金融資產減值

我們在每個報告期終結時覆核本公司資產的帳面值，以確定有否出現減值跡象。假如
存在有關跡象，我們便會估計有關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當某項資產的帳面值高於可收
回數額時，我們便會確認減值虧損，並記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

當在客觀上與撇減或撇銷有所關連的情況及事件不再存在，並有令人信服的憑證顯示
新的情況及事件將會在可預見將來持續下去時，我們便會在繼後期間將資產減值虧損
轉回。所轉回的減值虧損以假設沒有在往年確認減值虧損而應已釐定的資產帳面值扣
除折舊或攤銷後為限。

(k)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布了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改變在本公司的當前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但並沒有對本公司在編制或呈列當前和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
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稅項

(a) 由於本公司並無應課稅利潤，因此並沒有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b) 本公司並無任何遞延稅務負擔。

4. 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

2019 2018
$ $

薪金及其他福利 3,757,831 3,670,298
對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300,151 288,742

4,057,982 3,959,040



依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383(1)條及《公司 (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規例》第 2部的規定，披露
的董事酬金如下：

2019 2018
$ $

董事袍金 — —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648,440 1,591,080
酌情花紅 288,480 310,270
退休計劃供款 164,844 159,108

2,101,764 2,060,458

5. 其他支出

2019 2018
$ $

核數師酬金 127,700 123,100
一般辦公室開支及保險費用 151,665 131,311
資訊及系統服務 128,046 122,711
培訓及發展 — 10,106
專業及其他服務費用 380,713 373,188

788,124 760,416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調整，以配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6. 固定資產

辦公室設備
個人電腦及

軟件 傢俬及裝置 總計
$ $ $ $

成本
於 2018年 4月 1日 56,470 98,114 14,860 169,444
添置 1,380 — — 1,380
出售 (2,350) — — (2,350)

於 2019年 3月 31日 55,500 98,114 14,860 168,474

累積折舊
於 2018年 4月 1日 56,470 68,747 14,860 140,077
年度折舊 184 10,700 — 10,884
出售時撥回 (2,350) — — (2,350)

於 2019年 3月 31日 54,304 79,447 14,860 148,611

帳面淨值
於 2019年 3月 31日 1,196 18,667 — 19,863



辦公室設備
個人電腦及

軟件 傢俬及裝置 總計
$ $ $ $

成本
於 2017年 4月 1日 56,470 224,596 14,860 295,926
添置 — 32,100 — 32,100
出售 — (158,582) — (158,582)

於 2018年 3月 31日 56,470 98,114 14,860 169,444

累積折舊
於 2017年 4月 1日 56,470 224,596 14,860 295,926
年度折舊 — 2,733 — 2,733
出售時撥回 — (158,582) — (158,582)

於 2018年 3月 31日 56,470 68,747 14,860 140,077

帳面淨值
於 2018年 3月 31日 — 29,367 — 29,367

7. 預付款項

所有預付款項均預期由報告日期起一年內收回。該金額的減值虧損被視為極小。

8. 應計費用╱應付予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數額

所有應計費用及應付予該基金的數額是無抵押及均預期在一年內清償。由於該結餘屬短期
性質，帳面值被視為與其公平價值相同。

下表詳列本公司在財政年度終結時的流動負債的剩餘合約到期日，參照基準為合約的未折
價現金流量及本公司可能須應要求付費的最早日期：

2019

帳面值 3個月內到
期或按要求
隨時支付

3個月後但 
1年內到期

無確定 
到期日

$ $ $ $

應計費用 129,590 129,590 — —
應付予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數額 53,521 — — 53,521

183,111 129,590 — 53,521



2018

帳面值 3個月內到
期或按要求
隨時支付

3個月後但 
1年內到期

無確定 
到期日

$ $ $ $

應計費用 91,690 91,690 — —
應付予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數額 202,794 — — 202,794

294,484 91,690 — 202,794

9. 股本

2019 2018
$ $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2股普通股 0.20 0.20

在財務狀況表中，股本調高至整數 1港元。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及在本公司的大會上可就其持有的每股股份享有
一票投票權。就本公司的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享有同等權利。

本公司並無訂立正式資本管理政策及程序，因為本公司的業務範圍取決於管限最終控股方
的適用規定。由於本公司屬較大集團的一部分，本公司的額外資本來源及分發盈餘資本的
政策亦可能會受該集團管理資本的目標所影響。

本公司將“資本”界定為包括股本權益的所有組成部分。本公司在本年度或去年度均無須受
外部施加的資本規定所規限。

10. 關於使用辦公室的承擔

根據本公司與證監會訂立的准用協議，本公司未來須就六個月的提早終止通知期支付的不
可撤銷租賃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2019 2018
$ $

一年內 501,000 501,000

在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內，我們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為支付予證監會
的辦公室地方支出為 1,002,000元 (2018年：1,002,000元 )。

11. 關連方交易

我們與本公司的最終控權實體證監會及該基金有關連。年度內，本公司向證監會支付的會
計服務費用為 150,000元 (2018年：150,000元 )、人力資源管理費為 38,880元 (2018年：
38,880元 )和網站寄存及維持費為 30,000元 (2018年：30,000元 )。此外，年度內由證監會
代為支付的開支為 41,612元 (2018年：47,033元 )。本公司已在收回該基金發還的有關款
項後，向證監會付還該等開支。



本公司的董事為主要管理人員。董事酬金已於附註 4內披露。

除上述交易及本財務報表的其他部分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本公司概無訂立其他重大關
連方交易。

12. 金融工具

本公司在正常業務過程中需承擔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由於本公司所有交易及結餘均
以港元計值，因此無須承擔任何外匯風險。本公司並無任何附息資產或負債。本公司管理
及監控這些風險承擔，確保能及時而有效地實施適當的措施。涉及的風險及管理政策與往
年一樣，維持不變。

本公司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銀行現金。根據管理層的政策，現金結餘只存於獲國際信貸評
級機構給予高信貸評級的香港持牌銀行。最高的信貸風險承擔為財務狀況表內各項金融資
產的帳面值。就此而言，本公司所承擔的信貸風險有限。

本公司的政策是定期監察目前及預期中的流動資金需求，從而確保本公司可維持足夠的現
金儲備以滿足短期及較為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所有金融工具的帳面值與其於 2019年及 2018年 3月 31日的公平價值均無重大差異。

13. 母公司及最終控股方

於 2019年 3月 31日，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終控股方為證監會。證監會是一家香港法定機
構，並提供財務報表以供公眾使用。

14. 資金管理

本公司的資金由該基金所管理。該基金已承諾發還本公司實際已招致的開支。

15. 已公布但於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的可能影響

截至本財務報表的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公布多項修訂及新準則，但該等修訂及新
準則在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故並無在本財務報表中予以採用，當中包
括以下可能與本公司有關的項目。

 自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有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 2019年 4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主要影響本公司作為物業租賃 (現時被歸類為營運租賃 )承租
人的會計處理法。預期應用新的會計模式將導致資產及負債同告上升，及影響在租賃期間
於損益表確認支出的時間。採用有關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公司的營運業績和財務
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截至報告日期，本公司具有 501,000元的不可撤銷營運租賃承擔
(另見附註 10)。該等承擔與短期租賃有關 ，並將以直線法在損益帳內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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