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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金匡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4,829 1,005

銷售成本 (91) (133)

毛利 4,738 872

其他經營收入 5 12 2,634

行政開支 (1,482) (5,369)

財務成本 – (5,89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700 2,500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5,968 (5,25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446) 77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5,522 (4,482)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1,65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5,522 (6,134)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待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7,555 (1,834)

匯兌儲備之變動 – 11,533

稅率調整之變動 – 36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17,555 10,06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23,077 3,932

中期股息 無 無

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

基本（每股港仙） 0.2 (0.3)

攤薄（每股港仙） 0.2 (0.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

基本（每股港仙） 0.2 (0.2)

攤薄（每股港仙）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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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0,000 27,300
商譽 2,939 2,939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 9 146,746 127,704

179,685 157,943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12 1,839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10 200,000 136,000
可收回稅項 106 106
定期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90,376 5,442

291,194 143,387

總資產 470,879 301,330

股本權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282 20,282
股份溢價 351,638 210,168
匯兌儲備 234 234
投資重估儲備 (13,483) (31,038)
保留溢利 103,254 97,732

股本權益總額 465,925 297,37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471 2,0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付未付款項 1,434 1,361
按金及預收款項 425 398
應付稅項 24 24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00 144

2,483 1,927

總負債 4,954 3,952

股本權益及負債總額 470,879 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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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可換股債券

股本權益 投資重估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0,282 210,168 29,867 — 2,352 102,990 365,659

期內虧損 — — — — — (6,134) (6,134)

其他全面收入 — — 367 (1,834) 11,533 — 10,06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367 (1,834) 11,533 (6,134) 3,93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282 210,168 30,234 (1,834) 13,885 96,856 369,591

期內溢利 — — — — — 1,280 1,280

其他全面收入 — — — (29,204) (13,651) — (42,8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29,204) (13,651) 1,280 (41,575)

贖回可換股債券 — — (30,234) — — (404) (30,638)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0,282 210,168 — (31,038) 234 97,732 297,378

期內溢利 — — — — — 5,522 5,522

其他全面收入 — — — 17,555 — — 17,5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7,555 — 5,522 23,077

發行及配發股份時

之股份溢價 4,000 141,470 — — — — 145,47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282 351,638 — (13,483) 234 103,254 46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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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971 111,089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60,018) (172,641)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145,47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86,423 (61,552)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489) 7,25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42 354,01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376 29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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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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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6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除若干金融工具及投資物業以公平值計量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而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下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

表時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對其營運相關及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生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

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列載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2008*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除外，該修訂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生效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

號「分類報告」。該項新準則規定採納「管理法」，據此，分類資料之呈列基準與內部報告所用之呈列基準相同。採納此

項準則導致所呈列之可呈報分類數目增加。此外，分類之報告方式更符合向主要經營決策人提供之內部報告方式。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之呈列規定外，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故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仍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

影響，惟仍未能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於未來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有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2009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3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1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列明者外）
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止之年度期間生效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當天或之後進行之

業務合併，可能造成會計方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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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益

收益為已收及應收第三方之款項淨額，茲概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847 939

投資及財務利息收入 3,982 66

4,829 1,005

4. 營運分類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用於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類。

因應管理需要，本集團現時經營兩個營運分類 — (i)投資及財務；及(ii)物業投資。本集團乃以管理層用作決策之本集

團營運資料進行分類。

主要業務如下：

投資及財務 － 投資及財務業務

物業投資 － 租賃物業

自首次採納以來，本集團用於釐定所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之計量方法維持不變。

營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類業績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香港 3,982 847 4,829

3,982 847 4,829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 香港 3,985 816 4,801

3,985 816 4,801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23)

其他虧損 (10)

除稅前溢利 3,268

所得稅 (446)

核心溢利 2,822

主要非現金項目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700

期內溢利 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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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 香港 436,390 34,383 470,773

436,390 34,383 470,773

未分配公司資產 106

綜合總資產 470,879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 香港 (1,950) (510) (2,460)

(1,950) (510) (2,460)

未分配公司負債 (2,494)

綜合總負債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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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類業績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總計 甲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香港 66 939 1,005 – 1,005

－ 中國 – – – – –

66 939 1,005 – 1,005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 香港 62 917 979 – 979

－ 中國 – – – (2,282) (2,282)

62 917 979 (2,282) (1,303)

利息收入 2,514 41 2,555

未分配公司開支 (5,356) – (5,356)

除稅前虧損 (1,863) (2,241) (4,104)

所得稅 (34) – (34)

核心虧損 (1,897) (2,241) (4,138)

主要非現金項目

－ 折舊及攤銷 – (8) (8)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500 – 2,500

－ 可換股債券之名義利息

及遞延稅項 (5,085) 597 (4,488)

期內虧損 (4,482) (1,652) (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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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總計 甲醇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 香港 267,049 30,949 297,998 – 297,998

－ 中國 – – – – –

267,049 30,949 297,998 – 297,998

未分配公司資產 3,332

綜合總資產 301,330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 香港 (50) (2,489) (2,539) – (2,539)

－ 中國 – – – – –

(50) (2,489) (2,539) – (2,539)

未分配公司負債 (1,413)

綜合總負債 (3,952)

地區分類

除二零零八年所呈報之已終止於中國之甲醇業務分類外，本集團於兩個期間所有業務均於香港經營及所有收益均來自

香港。

5.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利息收入 4 2,514

其他物業收入 7 9

其他收入 1 111

12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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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75 145

薪金及其他福利 447 3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並已扣除

已沒收供款零港元（二零零八年：7,000港元） 18 15

640 559

核數師酬金 210 180

並計入：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847 939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56) (133)

期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35) –

756 80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 73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並已扣除已沒收供款 – 21

– 753

核數師酬金 – 5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當期稅項

－ 香港 – 34

－ 中國 – –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446 (807)

446 (773)

已終止經營業務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 (597)

446 (1,37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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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5,522 (6,134)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2,428,255,008 2,028,255,00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5,522 (6,134)

加：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1,652

用作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之盈利／（虧損） 5,522 (4,482)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2,428,255,008 2,028,255,008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期內並無攤薄事項，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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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包括：

浮息票據

－ 上市 38,094 35,262

－ 非上市 108,652 92,442

146,746 127,704

上市及非上市之浮息票據按浮動年利率歐洲銀行同業拆息加0.2厘及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0.3厘至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0.35

厘計息，每季支付一次。該等浮息票據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四年到期，實際年利率介乎2.3厘至4.17厘。

10.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本公司（作為貸方）、Fancy Mark Limited（「Fancy Mark」，作為借方）及華人 業集團（作為

擔保人）訂立一份貸款協議（「貸款協議」）。

根據貸款協議，本公司同意向Fancy Mark提供一筆最多20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循環貸款。本公司有權向Fancy Mark

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或Fancy Mark可能同意之較短時間）事先通知，要求償還全部或部分未償還款項。Fancy Mark亦須

於貸款協議訂立日期起計滿三年之日償還根據貸款協議尚未償還之本金總額、其所有應計利息及所有其他貸款協議項

下之應付款項。借予Fancy Mark之貸款之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

其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出之通函。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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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本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間之營業額為4,82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05,000港元），較去年增加3,824,000港元。本期間之

毛利為4,73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72,000港元），較去年增加四倍。營業額及毛利增加原因是錄得

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3,13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6,000港元）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

84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

至於物業租賃，租金收入下跌至84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939,000港元），主要原因是物業之出租率

下跌。本期間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2,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收益2,500,000港元）。

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零八年：5,892,000港元），去年數字為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

計入行政開支之匯兌虧損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已於外幣浮息票據轉換為港元時入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本期間錄得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5,52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6,134,000港元），主要源自投

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浮息票據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增加。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2

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虧損0.2港仙）。

主要非現金項目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收益2,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收益2,500,000港元）。

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合共為465,92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7,378,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68,547,000港元或56.7%。此增加乃由於(a)發行400,000,000股股份導致

股本增加4,000,000港元及股份溢價增加141,470,000港元；及(b)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

17,555,000港元；及(c)本期間之保留溢利5,522,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為0.19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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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投資及融資

去年度，本集團購入本金額分別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之若干長期浮息票據（「浮息票據」），

列為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該等浮息票據以歐元及美元計算，到期日介乎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四年。

利率乃主要參考相關國家之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此外，本集團向華 集團提供一筆三年期短期

循環貸款136,000,000港元，年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一厘計算。本集團於本期間進一步借出貸款

64,000,000港元。本期間並無對沖利率及外幣。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浮息票據之賬面金額為146,74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7,704,000港元），而貸款金額為20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6,000,000港元），

分別相當於本集團之資產總值之31.2%及42.5%。

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分別為2,428,255,008股及

2,028,255,008股。

債項與股權比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債項與股權比率。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90,37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42,000港元）。本

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於本期間內亦無對沖任何非港元資產或投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以取得銀行信貸，

而本集團概無任何根據銀行信貸文件須履行之責任。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財務及利息收入╱支出

利息收入已計入本期間之收益、其他經營收入及溢利。利息收入為3,98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2,580,000港元），主要來自浮息票據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及銀行利息收入。本期間並

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零八年：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5,8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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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僱用任何員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名員工）。本期

間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6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14,000港元），相當於控股公司其他

同系附屬公司徵收之員工成本。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期初及期終並

無購股權尚未行使，本期間亦無授出、行使或註銷購股權，亦無購股權已經失效。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測計師行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持有之投資物業

進行物業估值，有關估值乃用以編製本期間之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

之估值為3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300,000港元），公平值之增加約為2,700,000

港元，並已列入本期間之收益表中。

業務回顧

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融資及證券投資業務。

融資及證券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三年期循環貸款協議已向華 集團貸款合共200,000,000港元，

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本期間內，本公司從循環貸款入賬之利息收入合共約為800,000港元。

同時，本集團繼續投資若干本金總額約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的浮息票據（「浮息票據」）作

為長線投資。本期間內，從浮息票據投資獲得之利息收入約為3,100,000港元。

投資物業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位處優越地段的31個停車位連同5個毗鄰空間，以及1個地庫停

車場。本期間內，相關出租率約為75.9%，而租金收入約為847,000港元。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

9.8%。租金收入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汽車使用者於二零零九年年初不再繼續租用若干泊車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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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本公司宣佈一項配售事項，隨後根據股東於二零零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

本公司發行及配發股份之一般授權（「一般授權」）發行合共400,000,000股股份。配售已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十七日完成。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45,400,000港元，其中64,000,000港元根據三年期循環貸

款協議已貸款予華 集團。餘額約為81,400,000港元現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更新發行及配發股份之一般授權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獨立股東正式通過批准更新一般授權之普通決議

案。倘本公司今後需要額外資金作業務發展時，董事會可發行、配發及處置最多485,651,001股本公司

額外股份。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並無結算日後事項。

展望

面對前所未有之環球金融海嘯，本公司 力整固本身營運及減少運作成本。於二零零九年六月股份配

售完成時，經投資者注資後，本公司之營運資本水平已得到改善。然而，周邊環境充滿挑戰及不明朗

因素。高失業率、零利率、經濟負增長及熱錢流入衝擊皆困擾本地企業及投資者。港府之刺激經濟措

施之成效並非即時顯現，而其對經濟之正面回響仍未清晰。在這些境況下，作出重大投資並非本公司

短期內之理想策略。保留資本作未來投資為首要。為 本公司及股東利益，本公司已採取審慎投資策

略，將部份資金借予華 集團。從母公司賺取之利息回報乃可靠。停車位之租金亦將持續為本公司

帶來穩定之收入。

本公司對於本地經濟將很快克服金融海嘯抱有信心，惟短期內，本公司將隨 經濟趨勢調整本公司之

經營及投資策略，並將會嚴控資金運用，以作未來業務發展之用。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

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可認購其證券之權利中擁有而須記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之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18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錄或另行知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

以上之權益之人士（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主要股東名稱 （普通股） 身份 附註 百分比

劉鑾雄先生（「劉先生」） 1,512,059,473 信託之創立人、信託受益人 1及3 62.26%

及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Asian Kingdom Limited 493,678,883 實益擁有人 1 20.33%

Crown Jade Limited 493,678,88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 20.33%

Global King (PTC) Ltd. 1,018,380,590 信託人 2 41.93%

GZ Trust Corporation 1,018,380,590 信託人、信託受益人及 2 41.9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1,018,380,59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4 41.93%

Limited（「華 」）

巨昇有限公司 740,521,829 實益擁有人 4 30.49%

附註：

1. Asian Kingdom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Crown Jade Limited擁有，而Crown Jade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劉先生

全資擁有。Crown Jade Limited及劉先生被視為於Asian Kingdom Limited 擁有權益之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2. GZ Trust Corporation（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之信託人）持有一項由Global King (PTC) Ltd.任信託人之單位信任基金之單位。

Global King (PTC) Ltd.有權於華 之股東大會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因此，Global King (PTC) Ltd.及GZ Trust

Corporation 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3. 由於劉先生擁有華 之已發行股本71.48%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4. 該等本公司股份包括由巨昇有限公司實益擁有之740,521,829股股份及由以下實益擁有人持有餘下股份，而彼等個別乃

華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華 被視為於彼等公司各自擁有權益之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實益擁有人名稱 股份數目（普通股）

高勝有限公司 113,818,911

樂邦投資有限公司 76,877,685

Million Point Limited 50,000,000

Great Empire International Ltd. 37,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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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續）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包括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中並無任何淡倉紀錄。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之詳情

載於二零零八年全年財務報表中。本期間初及期末均無購股權尚未行使。本期間內並無授出、行使或

註銷購股權，亦無購股權已經失效（二零零八年：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且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由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

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集團已向華 （本公司之母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Fancy Mark貸款200,000,000港元，按年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計息。該貸款乃用作華 及

其附屬公司之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資金。該貸款為三年期循環貸款，由華 擔任擔保人，但無抵押

及須應要求時償還，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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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全面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原則，並遵

守該守則之規定。董事會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於本期間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並無遵守

該守則。惟下述若干在形式上極輕微偏離者除外：－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第A.2條守則條文，主席一職為董事會之管理層，主席應（其中包括）負責確

保向全體董事妥為簡介董事會會議上商討之事宜，並確保董事及時收到充分的資訊，而有關資訊必須

完整及可靠。儘管本公司主席之空缺自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以來尚未填補，本公司副主席已暫代主席

之位並恰當地履行主席之職責及職務。故此，董事會認為在實質上已遵守附錄十四之第A.2條守則條

文。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第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及須膺選連任。然而，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任何特定任期委任。儘管如此，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最少每三

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一次。董事會認為在實質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已足夠特定。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第C.2.2條守則條文，上市公司董事會於每年企業管治檢討時，應考慮上市

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訓課程及有

關預算是否充足，作為內部監控之一部份。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第C.3.3(g)條守則條文，上市公

司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內之責任應包括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系統，確保管理層已履行職責建立有

效的內部監控系統，包括考慮上市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

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訓課程及有關預算是否充足。儘管本公司現時並無員工，董事會已取得母公司華

提供及分享其會計及財務報告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會計程式及其他資訊系統設施，使本公司能履

行法律及上市規則就預備財務會計報告及內部監控之規定。董事會相信與華 達成此安排將能大大

減少本公司於財務會計報告及內部監控之成本。董事會亦會盡最大努力按照上述與華 之安排下確

保本公司之財務會計報告及內部監控系統具高效率及效益以及獨立性。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就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遜於

該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操守準則（「僱員守則」）。本公司在向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作出具體查詢後，所

有董事及有關僱員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僱員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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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13.51B(1)條規定就董事資料變動之披露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日輝先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已不再擔任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91）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潤輝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三日起，已不再擔任勤達顧問有限公司（一間

香港財務顧問公司）之董事。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初，本公司之董事會已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酬金進行檢討。經考慮現時市況及本公

司現時之規模及營運後，董事會決定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增加各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錢其武醫生、林日輝先生及梁潤輝先生）之酬金，由每年90,000港元增至1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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