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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26； www.jcg.com.hk）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

日本信用保証集團（「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及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712,792 723,327
利息支出 (13,367) (32,366)

淨利息收入 699,425 690,961
其他營業收入 2 200,253 169,988

營業收入 899,678 860,949
營業支出 3 (233,170) (186,313)

撥備前經營溢利 666,508 674,636
呆壞賬準備 8 (173,342) (415,173)

除稅前溢利 493,166 259,463
稅項 4 (80,277) (27,46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12,889 232,003
少數股東權益 － 13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412,889 232,133

股息 5
中期 318,492 169,860
特別 1,238,577 －

1,557,069 169,860

每股盈利（港元）  6
基本 0.583 0.32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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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現金及短期存款 790,924 1,253,221
於一至三個月內到期之
銀行及金融機構存款 5,000 176,901

客戶貸款 7 3,033,640 2,883,157
其他資產 9 130,109 219,414
長期持有上市股份投資 16,744 13,565
投資物業 68,740 57,430
負商譽 (55,297) (73,730)
固定資產 298,049 323,132

資產總值 4,287,909 4,853,090

負債
客戶存款 1,720,381 1,309,344
已宣派股息 283,104 141,552
其他負債 10 121,144 97,913

負債總值 2,124,629 1,548,809

資本來源
股本 70,776 70,776
儲備 11 2,092,504 3,233,505

總資本來源 2,163,280 3,304,281

負債總值及資本來源 4,287,909 4,85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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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概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總權益
年初結餘 3,304,281 3,301,343
長期持有上市股份投資重估之盈餘 3,179 5,676
贖回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權益之收益
（已扣除攤薄該附屬公司股權之虧損） － 30,536
未有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之淨收益 3,179 36,21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淨溢利 412,889 232,133
已付／宣派股息 (1,557,069) (265,407)

(1,144,180) (33,274)

年終結餘 2,163,280 3,304,281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公司之二零零四年度年報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二零零三年度年報
一致。

2. 其 他營業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費及佣金收入 168,586 141,176

租金收入 6,774 5,296
減：支出 (363) (379)

淨租金收入 6,411 4,917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 (114)
交易活動淨溢利 4,587 2,578
上市股份投資股息 2,037 49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46 －
其他 155 2,507

攤銷負商譽前之營業收入 181,820 151,555
負商譽之攤銷 18,433 18,433

200,253 16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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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 業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費用：
薪酬及其他員工費用 100,028 78,632

退休金供款 6,368 6,350
減：註銷供款 (215) (225)

淨退休金供款 6,153 6,125

106,181 84,757

其他營業支出：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 19,628 20,252
折舊 8,153 9,669
無形資產之攤銷 26 25
核數師酬金 1,411 1,442
佣金支出之攤銷及撇銷 3,721 3,444
其他債務人呆賬撥回 (69) (3,793)
行政及一般開支 20,855 18,788
其他 65,916 51,039

未計物業減值虧損前營業支出 225,822 185,623

土地及樓宇減值虧損 18,306 －
投資物業重估之（盈餘）／虧損 (10,958) 690

物業減值虧損 7,348 690

233,170 186,313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註銷之供款可用以減少來年之僱員退
休金計劃之供款（二零零三年：無）。本年度註銷供款之扣減乃因僱員於年內退
出供款計劃而產生。

4. 稅 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現時稅項支出 71,386 20,694
往年準備不足 1,750 －
合夥投資產生之減值虧損 － 14,144
遞延稅項支出／（收入） 7,141 (7,378)

80,277 27,460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現行稅率 17.5%（二零零
三年： 17.5%）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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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支出應用於除稅前會計溢利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註冊國家之法定稅率
計算與稅項支出應用於除稅前會計溢利以實際稅率計算之對賬，及適用稅率與
實際稅率之對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香港：

除稅前溢利 493,166 259,463

以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 86,304 17.5 45,406 17.5
估計毋須課稅之淨收入之稅務影響 (5,857) (1.2) (10,009) (3.9)
估計已動用前期之稅務虧損 (2,194) (0.5) (4,566) (1.7)
估計未被確認之稅務虧損 274 0.1 457 0.2
往年準備不足 1,750 0.4 － －
應佔合夥投資所得估計利得稅
之虧損（已扣除減值虧損） － － (5,106) (2.0)

稅率增加引致遞延稅項年初結餘增加 － － 1,278 0.5

以本集團之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80,277 16.3 27,460 10.6

5. 股 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每股普通股（港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
第一次 0.05 0.04 35,388 28,308
第二次 0.40 0.20 283,104 141,552

特別 1.75 － 1,238,577 －

2.20 0.24 1,557,069 169,860

6. 每 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淨溢利港幣 412,889,000元（二零零三年：
港幣 232,13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707,758,412股（二
零零三年： 707,758,412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並無存在攤薄
事件，故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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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客 戶貸款

(a) 客戶及其他賬戶貸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貸款 3,249,726 3,133,461
應收利息 45,129 57,750

呆壞賬準備（附註 8）：
特別 (150,833) (116,273)
一般 (110,382) (191,781)

(261,215) (308,054)

3,033,640 2,883,157

若干客戶貸款以物業、的士車輛及的士牌照作抵押。

於結算日，客戶貸款按合約之到期日尚剩餘之期限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到期還款：
即時 21,929 42,101
三個月或以下 487,806 565,955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1,116,740 1,099,647
一年以上至五年 1,043,277 691,399
五年以上 369,050 551,868
無註明日期 210,924 182,491

3,249,726 3,13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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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停止累計利息之不履行客戶貸款總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貸款額 佔總貸款 貸款額 佔總貸款

港幣千元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之百分比

已停止累計利息
之逾期客戶貸款總額：

逾期：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 48,870 1.5 73,265 2.3
六個月以上至一年 25,133 0.8 32,587 1.0
一年以上 52,163 1.6 51,902 1.7

126,166 3.9 157,754 5.0
逾期三個月或以下 20,402 0.6 31,322 1.0

146,568 4.5 189,076 6.0

已重整及逾期：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 － － 2,461 0.1
六個月以上至一年 23 － 68,103 2.2
一年以上 61,364 1.9 － －

61,387 1.9 70,564 2.3

不履行貸款總額 207,955 6.4 259,640 8.3

特別準備 (150,833) (116,273)

57,122 143,367

本集團並無逾期三個月以上但仍累計利息之貸款。

(c) 累計利息之重整貸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貸款額 佔總貸款 貸款額 佔總貸款

港幣千元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之百分比

已重整之客戶貸款 1,683 0.1 2,246 0.1

(d) 已收回資產

已收回資產數額佔總貸款額少於 1%（二零零三年：少於 1%），對本集團而
言並不重大；因此，並無分開披露該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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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呆 壞賬準備

特別 一般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23,151 208,271 331,422
收回款項 17,905 － 17,905

年內支出／（撥回） 449,568 (16,490) 433,078
轉撥款項 (17,905) － (17,905)

損益表淨支出／（撥回） 431,663 (16,490) 415,173
撇銷款項 (456,446) － (456,446)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16,273 191,781 308,054

收回款項 46,609 － 46,609
年內支出／（撥回） 301,350 (81,399) 219,951
轉撥款項 (46,609) － (46,609)
損益表淨支出／（撥回） 254,741 (81,399) 173,342
撇銷款項 (266,790) － (266,790)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833 110,382 261,215

9. 其 他資產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 29,649 31,816
應收銀行利息 17 130
可收回稅款 － 9,53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9,907 141,047
遞延開支 45 2,761
無形資產 126 152
遞延稅項資產 20,365 33,975

130,109 219,414

其他資產已扣除準備。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為數港幣 69,386,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
78,416,000元）以的士牌照、現金及一項物業作抵押之款項。無抵押部份已全數
作出準備。

去年，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一項合夥投資（已扣除減值）為港幣
24,685,000元。

由於應收交易款項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大，故並無披露其期限分析。

去年，應收銀行利息包括存放於最終控股公司之定期存款利息為港幣 11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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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 他負債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應付利息 67,889 77,687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94 338
應付稅項 39,559 －
長期服務金準備 4,268 4,385
遞延稅項負債 9,034 15,503

121,144 97,913

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應付利息包括應付利息港幣 1,344,000元（二零零三年：
無）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該公司存放定期存款於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日本
信用保証財務有限公司（「日本信用保証財務」）。

由於應付交易款項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大，故並無披露其期限分析。

11. 儲 備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份溢價賬 1,209,593 1,209,593
資本贖回儲備 829 829
實繳盈餘 96,116 96,116
資本儲備 85,569 85,569
匯兌儲備 428 428
長期投資重估儲備 16,481 13,302
保留溢利 683,488 1,827,668

2,092,504 3,233,505

12. 經 營租約安排

(a) 本集團以經營租約安排出租其土地及樓宇，租約年期由一至五年不等。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約，本集團之未來最低
應收租金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6,341 5,755
第二至第五年 5,516 4,406

11,857 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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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與業主簽訂不可註銷經營租約，租約年期由一至五年不等。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約，本集團之未來最低
應付租金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5,134 15,564
第二至第五年 4,776 9,263

19,910 24,827

13. 承 擔及或然負債

(a) 承擔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風險 風險
合約數額 比重數額 合約數額 比重數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而尚未在財務報表
作出準備之資本承擔 330 330 28 28

原本到期日少於一年
或可無條件註銷之
未提取備用貸款 1,483 － 6,444 －

1,813 330 6,472 28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重大而未完成之承擔（二零零三年：無）。

(b) 或然負債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14. 比 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賬項之編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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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料（未經審核）

按類分析

(a) 按業務劃分

截至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收入 除稅前溢利 資產總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個人及商業貸款 864,952 458,495 4,187,751
的士買賣及有關業務與其他業務 24,126 16,218 134,964
跨業務交易 (7,879) － －

881,199 474,713 4,322,715

負商譽及無形資產之攤銷 － 18,407 －
未被分配收入 18,433 －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46 46 －
負商譽及無形資產 － － (55,171)
其他未被分配資產 － － 20,365

899,678 493,166 4,287,909

截至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收入 除稅前溢利 資產總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個人及商業貸款 834,314 237,063 4,732,414
的士買賣及有關業務與其他業務 14,948 6,408 150,746
跨業務交易 (6,746) － －

842,516 243,471 4,883,160
負商譽及無形資產之攤銷 － 18,408 －
未被分配收入／（支出） 18,433 (2,416) －
負商譽及無形資產 － － (73,578)
其他未被分配資產 － － 43,508

860,949 259,463 4,85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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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域劃分

本集團超過 90%之營業收入、業績、資產、負債及資產負債表外之承
擔及風險均來自在香港經營之業務。因此，按地域劃分之進一步資料
並無呈列於本財務報表。

(c) 客戶貸款－按行業劃分及其分類基準

客戶貸款總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香港之貸款
工業、商業及金融：
－  物業投資 58,442 60,499
－  批發及零售貿易 93 293
－  製造業 1,713 1,617
－  有牌照公共車輛 446,482 607,454
－  其他 － 2,925

個人：
－  購買住宅物業貸款 27,448 30,627
－  其他 2,635,596 2,348,640

用於香港以外地方之貸款 79,952 81,406

3,249,726 3,133,461

客戶貸款之分類乃按其行業及貸款之用途劃分。倘未能明確分辨貸款
之用途，乃依據借款人之主要已知悉業務或按貸款文件所示資產分
類。

日本信用保証財務之資本充足比率及流動資金比率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調整比率 未經調整比率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充足比率 38.69% 43.17%

全年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79.45% 96.80%

上述未經調整之資本充足比率及全年平均流動資金比率乃分別根據銀行業
條例之附表三及附表四計算。

上述未經調整之資本充足比率已包括日本信用証券有限公司及憲勳有限公
司，以綜合計算法計算。日本信用保証財務視其營業賬冊的市場風險為不
屬關鍵性，故並無披露經調整資本充足比率。日本信用保証財務符合香港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發出之監管政策手冊內「就市場風險維持充足資
本」所載有關申報市場風險的低額轄免的所有準則，並且根據上述準則決
定營業賬冊所承擔的市場風險是否屬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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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監管政策手冊聲明

本集團已跟隨金管局發出之監管政策手冊內「本地註冊機構披露財務資料」
及「本地註冊機構公司管治」之指引。

股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宣佈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派發第
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4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 0.20元），予於二
零零五年二月七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二
零零三年：無）。連同已派發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05元（二
零零三年：港幣 0.04元）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75元（二零零三年：
無），本年度全年之股息每股為港幣 2.2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 0.24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起至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止（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參與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
公司，其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對業績之商討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四年，香港經濟繼續受惠於內地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內地
市民到香港旅遊限制之放寬。地產市道復甦、到港旅客增加及失業率由二
零零三年第四季之 7.4%下降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之 6.7%，均有助改善市面
之消費情緒。儘管如此，由於消費貸款需求減弱，加上各金融機構均尋求
其他方面之貸款以減輕其現有業務邊際利潤持續收窄帶來之影響，因此，
金融機構間消費貸款及的士融資貸款之競爭更趨激烈。

儘 管 經 營 環 境 之 競 爭 如 此 激 烈 ， 本 集 團 仍 錄 得 除 稅 後 溢 利 約 港 幣
412,900,000元 ， 較 去 年 約 港 幣 232,100,000元 顯 著 增 長 77.9%或 約 港 幣
180,80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客戶貸款總額增加
約港幣 116,200,000元至約港幣 3,249,700,000元。

損益表分析

本集團除稅後溢利增加，主要由於呆壞賬準備減少及非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呆壞賬準備由二零零三
年 約 港 幣 415,200,000元 大 幅 下 降 58.2%或 約 港 幣 241,900,000元 至 約 港 幣
173,300,000元，主要由於消費貸款客戶中個人破產及個人自願財務安排個
案之減少，再加上一般呆壞賬準備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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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 本 集 團 之 非 利 息 收 入 增 加 17.8%或 約 港 幣 30,300,000元 至 約 港 幣
200,300,000元，主要由於消費貸款交易數量較多，貸款批核及有關費用亦
相應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淨利息收入輕微上升
1.2%或約港幣 8,500,000元至約港幣 699,400,000元。本集團之利息收入輕微減
少 1.5%或約港幣 10,500,000元至約港幣 712,800,000元，而本集團之利息支出減
少 58.7%或約港幣 19,000,000元至約港幣 13,400,000元，主要由於全年平均之客
戶存款較去年同期減少及年內平均之客戶存款利率較低所致。

本年度，本集團之營業支出（不計物業之減值虧損）較去年增加 21.7%或約
港幣 40,200,000元至約港幣 225,800,000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度之
成本對營業收入比率由二零零三年度之 21.6%增加至 25.1%。

資產負債表分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客戶貸款總額（扣除撇銷壞賬約港
幣 266,800,000元後）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底約港幣 3,133,500,000元增加 3.7%或
約港幣 116,200,000元至約港幣 3,249,700,000元。客戶貸款總額增加主要由於
年內消費貸款交易數量較多。本集團之客戶存款（包括一筆來自相關公司
之 客 戶 存 款 約 港 幣 700,200,000元）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約 港 幣
1,309,300,000元增加 31.4%或約港幣 411,100,000元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 1,720,400,000元。隨著年內派發特別股息約港幣 1,238,600,000元及第
一次與第二次中期股息約港幣 318,5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減少約港幣 1,141,000,000元至約港幣 2,163,300,000元。

按類分析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包括個人及商業貸款和的士買賣兩類。本集團超過 90%
之營業收入及除稅前溢利均來自個人及商業貸款。本集團來自個人及商業
貸款之營業收入較去年增加 3.7%至約港幣 865,000,000元。來自個人及商業貸
款之除稅前溢利則增加 93.4%至約港幣 458,500,000元，主要由於年內之呆壞
賬準備下降所致。

資產質素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本集團之不履行貸款佔客戶貸款總額比率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底之 8.3%進一步改善至 6.4%。

日本信用保証財務於二零零四年底之綜合資本充足比率較二零零三年底之
43.17%減少 4.48%至 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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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及資本管理

本集團之資金及資本管理活動之目標為確保以合理成本有足夠的資金應付
所有已訂約之財務承擔、為業務增長提供充足資金，及為可動用資金賺取
合理回報。本集團同時鼓勵各附屬公司要獨立融資以自行提供業務增長所
需資金。

本集團主要倚賴內部資金增長及客戶存款以增長其業務，內部資金增長主
要來自保留溢利。二零零四年，日本信用保証財務的平均流動資金比率高
企於 79.45%。

年 內 ， 本 集 團 並 無 作 出 任 何 重 大 的 資 本 開 銷 承 擔 。 除 卻 一 筆 約 港 幣
5,000,000元之銀行存款作抵押以取得若干本集團之備用信貸額外，二零零
四年底，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他資產。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在香港進行，並以港幣記賬。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
從事衍生工具活動，亦無承擔任何金融工具以減低其資產負債表之風險。

人力資源管理

本集團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之目標乃藉提供優厚的薪酬福利條件及推行全面
表現評核計劃，以認可及獎勵有表現並具才幹之員工，並協助彼等在集團
內發展事業及晉升。

本集團亦鼓勵員工參加外間之培訓課程、研討會及專業技術課程及提供適
當資助，藉以提高員工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並加深彼等對市場狀況與科技
變化之認識及擴闊生意眼光。本集團亦鼓勵員工參加其舉辦之社交活動，
藉以建立彼等之間的團隊精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本集團擁有穩定之員工總數約 470人。截至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員工成本達約港幣 106,200,000元。

或然負債

二零零四年底，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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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年報於交易所網址

本公司載有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披露的全部資料
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頁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丹斯里拿督斯里鄭鴻標博士

香港，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斯里鄭鴻標博士、
拿督鄭亞歷、鄭國謙先生及黃冠民先生、執行董事陳玉光先生及 Lee Huat
Oon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拿督楊振基、 Geh Cheng Hooi, Paul先生及李振
元先生。

* 僅供識別之用

五年賬項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港幣百萬元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資產總值 4,287.9 4,853.1 5,384.9 4,840.1 5,527.0
客戶存款 1,720.4 1,309.3 1,774.3 1,033.5 1,318.8
淨客戶貸款 3,033.6 2,883.2 3,223.4 3,460.6 4,082.7
股東資金 2,163.3 3,304.3 3,301.3 3,291.1 3,096.7
股東應佔淨溢利 412.9 232.1 237.3 428.8 446.6
每股基本盈利（港元） 0.583 0.328 0.335 0.607 0.632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