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部 言在询罔题

请在温凿的方格填上 IXJ 挠以示渥撂。回答以下阔题晖，请按可在香港交易所细地

http:1Iwww.hkex.com. hk!chi/newsconsullmktconsul/Documents/cD20 1507 c.Ddf 下载的《语
言句文件》所载的各项修言丁建蒜表注意晃。

如罔卷预设的位置不敷雁用，请另真填碍。

1.是否同意我例的建蠢'修言丁《上市规则》第 13.91 倏'要求援行人在年辍或瑕境、社
舍及管 j台幸匠告中披露有否遵守。自[}中「不遵守就解障」的倏文'以及如未有遵

守'须在王震境、社舍及管治部告中给予短蕃慎考虑的理由?

因是

口否

言青挨明理由。

2. 是否同意我俩的建器'修自《上市规则》第 13.91 倏，要求援行人每年披露瑕境、社
舍及管治资料，而有阔资料所涵盖的期固须舆其年辍内容涵盖的暗商相同?

因是

口否

语言先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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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同意我俩的建器，在第 13.91 if条新增附注'说明:

(i)瑕境、社舍及管治辍告可以登载於公司的年幸臣中，一份渴立的辍告中又或接行

人的台固地上;及

(ii) 接行人愿量早/不渥於接行人刊号委年幸匠的三{固月後，刊号妻王震境、社舍及管治辍
告?

口是

因否

言青说明理由。

好反子所存乡差 7λ茨搓，车带耕Il/J珍重 tJJ管三合iJ1L，潜力集中在年蓓一止，须革苦WlfIfλ 力
及原席'!Jlλ主'1/)'声援、注t-e:反差rit于夜至于中o pj，脖，Jf~雪年夜才子/MINYJ 专才9、戎语
等工伊$1F~!f!大iI:/t}.展安局及λ 窍。&.此，身何层层窘霆厉石 tJ雪覆搓、崔聋反差 F
J背带至于IMf!l委屈r!llJ(居凄苦在8矿 30 BJ!�.之rfUJfJj，厨居袭疗λ8疗悲彦市委雄厚')，

乡J给爱IrA存�}言�tfJ，席周僻l/j//~芳草F至于，搓历织摩夜至于版整灌注量。

4. 是否同意我伺修言了。旨引〉引言的建攘，将〈指引〉的引言分局四{固方面(即 r指
号[J 、「整幢方针」、 「匿幸良原则」及「配合董事辍告「棠薪蕃祠』部分中有自自王震

境、社舍及管治事宜言寸渝的规定 J ) ?是否同意《语询文件》附鲸二使用的措辞?

口是

因否

言青说明理由。

fJft.敛二4豆主革革新茄if/" tfIf;分to第10筋， ~~J;苦搓、崔量?反差rift夜至于!J}i庭草~7!/夜至于
历li!iEIM 王军主Fλ笑E王军ff1!liV~g.涯。"身作 SE蒜，却辰 1美援NEilih涉及全球'Iff
E 、fJ$豆类移领捞歹明E俨公司7震多殷切 f儿，，#!fit塞维罗笑 E 露露及生番李敖茄4雾
重t~ff !l彼多{IIi窟。JfIfftJ.历茧，多E家、越/K，历4营房'lMilt劳模壁、 itif方法均存
癖~ff 王军，矿后营事致释放理摩-JftIM!Jt，磊#/tit方法，袭，将事亘古草'tll 毅摸准矿府
蔬毒品 E此p 戎何建磊苦后古至暂'If{差事委疗λiYJ主雪原信:;Jifj疗避房~/#l在~fj!JtJ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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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同意我何建首要中《指引〉引言内的匿辍原则(即. r重要性」、「量化」、「平

衡」及「一致性 J ) ?是否同意《旨在掏文件〉附鲸二使用的措辞?

因是

口否

斋主先明理由。

6. 是否同意我何建器中的《指号。，属配合《上市规则〉附鲸十六中有商董事辍告「棠
荡蕃祺」部分中的王震境、社舍及管j台事宣言才揄而使用的措辞?是否同意〈话询文件〉

附鲸二使用的措辞?

图是

口否

音就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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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同意我俩的建藩，将 0日D重新编排'篓荔雨大主要能曙(A.瑕境及B.社
舍) ，原有的「工作瑕境贸素 J 、「管道惯例」及「社 E参舆」改摒主要能曙 B?

因是

口否

3青说明理由。

8. 是否同意我例的建攘，将「工作瑕境赁素」的棵题改成「健储及劳工丰票率 J ?

因是

口否

语言先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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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否同意我俩的建攘，将《指寻 I} 中每{固屠面的一般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撵 J ?

口是

因否

语言先明理由。

E 委去FλffJ美涝fifWi、美涝绩夺t均存须二 tffJ主要，!lfI.此』后1ttg.JJi~~-JiJJt，霹"!J苦
楞是Z首萄'ftl放好存芬在Fλ ，/lflβ'f:iP.凄苦好看F维rJ/H!!if@~~一质量tJl"t古有道铲iIt#瘁
捞星雪局廷在 fJJt，露，乡(fE二苦劳ft.A程应苟主 r§兰r@/Hilff-搓疗NlJfJJt，露，在雪茄夜三rli!
S曾殷殷商症。

10. 是否同意我何的建攘'修改瑰行!画面 Al 、A2 、A4 、BI 、C2 及 C3 (将重新编排~
眉面 Al 、BI 、B2 、B4 、"及 B7) (b)段所用措静 23 「遵守主才费行人有重大影誓的
有商法律及规例的情况⋯ J '以使其舆〈公司 1!条例》相隔倏文的用捂吻合?

因是

口否

音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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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否同意我何的建攘'修言丁建撬眉面 Al ( r排放物 J ) ，芷将明行有商披露排放物

及氟害朦素物的自自键镇效指棵 B1.I B1.2 、BIA 及 B1.5 (重新编排主古Al.I、Al.2 、
AlA 及 A 1.5)提升至「不遵守就解撵 J ?

口是

因否

语言先明理由。

if JtJ-r公道7fff多、涉及贺喜'tfff多N豆芽liA.(例如p 至穿疗λ若多事:$I!/#f，涉及全球、
美涝窃喜 f涉及互尊搓、包装、 JJIlJ穿类、E 撒类反?所 fλ) ? 点在于乡?那番苦-tfJ伊第
摸准2万搓搓疗兢兢授、苟言 fA穿若#步激好R? 局fJ{�版历存1&/JI.趋疗友好，应注于
劳liA.美涝锣草草'fif.多C例如，爱 liA.主差罗若涝局JJlld芳芳，王军T 公司7美移扁豆智搓
若')? Bit /iitfJlX搓搓都在f可多孝贺盔~ JtiJIfNfiJtfJ多项fit兹在那涝类物』皆准
矿if:要挖苦薯。用辱，荔等劳liA.原籍dta-i营企搓丢T~~~度??iJlfj墅~jQ袭疗λ
fJIJ.号i!1v!JtJl要J切身籍居街 tffJ嘉't~萝在营疗岔笋，那命令荔房费授指挥黯矿屈声
援，雷薯。&.此，戎何层层哥拉t~~在街元严厉殷展{jilt善于放茄楞 AJ.1、AJ.2、A1.4及A1.5
EiJ~~~二:牵制花草F覆??搪塞为才建蒜皮11??? f!){fl袭疗λ 挥应最萄主合股东王 e&方
法iltlr嘉't~萝役笑反叛算。

12.是否同意我何的建攘，将明行有商披露有害磨素物的阔键绩效指棵 B1.3 及 B1.6 (重
新编排主毛A1.3 及 A1.6) 提升至「不遵守就解棒 J ?

口是

因否

斋主先明理由。

lflEiJ蒜多府~，局r;tff11??与f::JffJ/ffIf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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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否同意我例的建器，将明行屠面 B2 r黄源使用 J (重新编排主奇眉面 A2) 的阔键

镣效 f旨棵提升至「不遵守就解辉」的建语?

口是

图否

言青说明理由。

#.11:美易事:Iff/lf，涉及全球、美涝锣革tfjj辛疙、 T公巧'，iN.豆f;@爱疗λ? ，flffff在第事后皆源
及?便房主及 aF度重?伊在夜大 ftlff1霜。仰'P:ff.jj.子主g)需涝局!E4 J1l.茬?T 兰吁
美涝涵盖游荡芳、席类ffJ袭 IrA? 其多难 F芙d穿锣就厉资房丘?王军'#$.覆去野、历量均
存蔚'fffIfJ至粟?flp栗壁，何必好多.JJl.茄4要注疗友王'ffff)言应黯矿解琪雷薯。用秽，
E 类君在是穿盘算'j�，好多是审后皆波助使历方主 C若累j静薯，原籍法边雪在 r~度提0/)言。/lff
此建凄苦才伊 ~19在在言片萨后:@BiifB2 後三7局居蒜皮露，样才芬疗 λ IltJl@iI，后度、半雪
磊苦度。

14.是否同意我何的建攘，将明行有阔披露勤王震境及天然黄源的重大影誓的商键模效指
棵 B3.1 (重新编排~阔键绩效措棵 A3.1 )提升至「不遵守就解草草 J ?

口是

因否

音说明理由。

须多袭疗 λ Jjg若涝』营歹T重1'ff.j1，苦算及jf然王李必 fL笠重大影差雪。/li此，层层著好~$i
掰捞殷原路费结 t茄挥A3.1 修改局""jtJt注若d穿好霸主'>/1，苦算及天然王军必UfJ亘丈彭拿
反Bi1/{f管理手亨颇多，@疗身(，即被历J PP 』世才管束搪塞至?搓搓iJtJl??。此

对? "".Hi才罗!II??ttl定委藏古局摸秽，益者 f严$.搓一二步@ift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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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是否同意我俩的建攘，在建赣主要能曙B.干土舍的子棵题「僵(庸及劳工模率」下加人
性别披露?

口是

因否

言青说明理由。

if 主YJk~在街元萨丘夕展"lit番李君茄挥B3.1 及B3.2 ，德多兹在 fA 拿年4要辉、多舆/M.在是军
著抑身幸存F多，厚 i加之尹公司7$多、层工数量fif.多筝主雪原}彦淀，歹za盖章房lij(j{
Iff.注'£JJ!/望高苦却分fiJf/f.放λ~ 反ftM，/l1此亦籍法:/ff.注苦功言tj君子均王若:$I/J原囊。用
秽，好好有用/M Il装、有用/M fo言位，兰主fftJftM 首家带者!fJ主要「例如:IT 疗美
芳是'�~工ft{flj道高淤芬兰主层工ftM) ，~笋易货好lfie鼓鼓豆苗 J皆可此善注音薯。此对 y

z加第E美ff}涉及$三f;!r若「如r 用原涉及 IT 煮、f#iJ，萤芳、旅若在美)，J(带就痹
辛苦在街者主要，层工位后!tjftffij习11亨德x石颅，事班 tH lE"/ff.王若fftJl!/;分助于均
草草伊原'Kf[N 茄房事ifl存矿解草草言薯。

t::兰，- 7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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