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PROP (HOLDINGS) LIMITED
金匡企業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6）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

* 僅供識別



目錄

頁次

公司資料 1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3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4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6

中期股息 13

財務經營回顧 13

業務回顧 15

展望 15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16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16

認股權計劃 17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17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17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17

企業管治 18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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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致謝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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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866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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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G-Prop (Holdings) Limited 金匡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112 4,829

銷售成本 (118) (91)

毛利 3,994 4,738

其他收入 5 115 12

行政開支 (7,372) (1,48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500) 2,700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4,763) 5,968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248 (44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4,515) 5,52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686 17,555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829) 23,077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0.2) 0.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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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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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31,000 32,500

商譽 2,939 2,939

共同控制機構權益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1 157,149 158,473

191,088 193,912

流動資產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55 685

短期應收貸款 – –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200,000 200,000

定期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89,975 91,247

290,430 291,932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 1,613 1,244

按金及預收款項 406 394

應付稅項 3 1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189

2,022 1,843

流動資產淨值 288,408 290,08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79,496 484,001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24,282 24,282

股份溢價 351,638 351,638

匯兌儲備 234 234

證券投資儲備 (1,411) (4,097)

保留溢利 102,577 109,520

權益總額 477,320 481,5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76 2,424

479,496 48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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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投資 股本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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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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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普通股 4,000 145,200 – – – 149,200

配售普通股之交易成本 – (3,730) – – –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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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 – – – 6,266 6,266

其他全面收入 – – 9,386 – – 9,38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9,386 – 6,266 15,652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4,282 351,638 (4,097) 234 109,520 481,577

期內虧損 – – – – (4,515) (4,515)

其他全面收入 – – 2,686 – – 2,686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2,686 – (4,515) (1,829)

已付末期股息 – – – – (2,428) (2,42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282 351,638 (1,411) 234 102,577 47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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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255) 971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661 (60,018)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2,428) 145,4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022) 86,423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250) (1,48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1,247 5,442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9,975 90,3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定期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89,975 9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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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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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按其公平值計算（如適用）。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除下述 外，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呈列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 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之改進（作為2008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09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支付之股份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之應用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權益之擁有權變動（惟不會導致失去

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而有關變動將以權益交易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則影響收購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之會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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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構成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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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有關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需求3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於

日後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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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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864 847

投資及財務利息收入 3,248 3,982

4,112 4,829

4. 營運分類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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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業租賃

自首次採納以來，本集團用於釐定所呈報分類溢利或虧損之計量方法維持不變。

營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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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 864 4,112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 香港 (2,501) 755 (1,746)

利息收入 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21)

除稅前虧損 (3,263)

所得稅開支 –

核心虧損（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3,263)

主要非現金項目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500)

— 遞延稅項抵免 248

期內虧損 (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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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類（續）

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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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96 34,083 478,579

未分配公司資產 2,939

綜合總資產 481,518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 香港 (1,514) (505) (2,019)

未分配公司負債 (2,179)

綜合總負債 (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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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 香港 3,981 816 4,797

利息收入 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33)

除稅前溢利 3,268

所得稅開支 –

核心溢利（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3,268

主要非現金項目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700

— 遞延稅項開支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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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投資及財務 物業投資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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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56 34,749 482,905

未分配公司資產 2,939

綜合總資產 485,844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 香港 (1,391) (436) (1,827)

未分配公司負債 (2,440)

綜合總負債 (4,267)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利息收入 4 4

其他物業收入 9 7

其他收入 102 1

1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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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05 175

薪金及其他福利 489 44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0 18

714 640

核數師酬金 165 210

匯兌虧損 5,851 2

並計入：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864 847

減： 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10) (83)

期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8) (8)

746 756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248 (446)

248 (44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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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之（虧損）╱溢利 (4,515) 5,522

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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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攤薄事項，故每股攤薄（虧損）／盈

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本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0.1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金額為2,428,000港元，並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派付，該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保留溢利劃撥。

10.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值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7,300

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5,20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500

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1,500)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1,000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按一家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 國際評估有

限公司（「保 國際評估」）於該日進行之估值為基準而計算。保 國際評估對於相關地點之同類物業估值具有適合資格

及近期之估值經驗。該項估值乃遵守香港測量師學會所頒布的物業估值準則（二零零五年第一版），並按市值基準進行

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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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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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包括：
浮息票據（附註）

— 上市 35,197 41,121
— 非上市 121,952 117,352

157,149 158,473

附註： 上市及非上市之浮息票據按浮動年利率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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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浮息票據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四年。

1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內並無包括應收貿易賬項。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內並無包括應付貿易賬項。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028,255,008 20,282
配售股份（附註） 400,000,000 4,00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428,255,008 24,282

附註：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之股份配售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以每股0.373港元之價格發行

400,000,000股普通股。所得款項主要用以撥支借予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及用作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九年內發行之新股

份於各方面與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附註） 1,097 846
同系附屬公司收取之員工成本 509 465

附註： 就本期間未償還結餘收取利息。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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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本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本期間之收益為4,11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82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717,000港元。本期間

之毛利為3,99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73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5.7%。收益及毛利減少原因

是錄得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2,15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136,000港元）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

息收入1,09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46,000港元）。

至於物業租賃，租金收入增加至86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47,000港元），主要原因是物業之出租率

上升。本期間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1,5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增加2,700,000港元）。

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零九年：無）。

計入行政開支之匯兌虧損5,85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000港元）主要由於外幣浮息票據轉換為港元

時產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4,51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溢利5,522,000港元），主要源

自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減少及轉換浮息票據之匯兌虧損。每股基本及攤薄虧

損為0.2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盈利0.2港仙）。

主要非現金項目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虧損1,5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收益2,700,000港元）及

其相關之遞延稅項。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合共為477,32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1,577,000港元），較去年減少4,257,000港元或0.9%。此下調乃由於(a)支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2,428,000港元；(b)本期間之虧損4,515,000港元；及(c)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2,686,000港

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為0.2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港元）。



14

財務經營回顧（續）

投資及融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本金額分別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之若干長期浮息

票據（「浮息票據」），列為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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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乃主要參考歐洲銀行同業拆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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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0港元，年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一厘計算。本

期間並無利率及外幣對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浮息票據之賬面金額為157,14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8,473,000港元），而貸款金額為20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000港元），

分別相當於本集團之資產總值之32.6%及41.5%。

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均為2,428,255,008股。

債項與股權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債項與股權比率。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89,97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2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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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投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以取得銀行信貸

及本集團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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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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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收入。計入收益之利息收入為3,24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3,982,000港元），來自浮息票據及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之利息收入金額

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000港元）為銀行利息。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本（二零零九年：無）。

酬金政策及認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僱用任何員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期間總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0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65,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同系附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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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計劃。期初及期終並無認股權尚

未行使，本期間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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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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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

業之估值為3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500,000港元），公平值之減少1,500,000港

元，並已在本期間之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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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訂立之三年期循環貸款協議，已向華 集

團貸款合共200,000,000港元。本期間內，以年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厘計算，本公司從循環貸款

入賬之利息收入合共約為1,097,000港元。

另一方面，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從作為長線投資本金總額為3,800,000歐元及16,500,000美元的多種浮

息票據獲得之利息收入約為2,151,000港元。由於歐洲的貨幣投資市場表現呆滯，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浮息票據之公平值為157,149,000港元，對比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158,473,000

港元，減少為1,324,000港元或0.8%。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位於灣仔及中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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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而租金收入約為864,000港元。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2.0%。租金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停車位之使用於二零一零年初增加所致。然而，本期間內，投資

物業遭受未變現之估值虧損為1,500,000港元。

展望

自二零零八年末，本公司在環球金融海嘯影響下，已採納審慎投資政策，此乃提供華 集團最多

20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循環貸款以賺取利息收入。於本年上半年，香港展示了環球金融海嘯後的重

大經濟復甦，然而，仍尚存很多外在及內在之挑戰。政府最近提出之額外管制住宅單位樓花之銷售陳

述及禁止以確認人方式交投，以及對豪宅物業減低按揭比率上限等新標準，影響本地地產物業發展商

及投資 ，包括本公司。與其他地產發展商對香港物業市場之後市發展持謹慎態度一致，本公司將繼

續集中於審慎之商業策略，暫時運用資金以貸款予華 集團。鑑於華 集團之資本及資產基礎雄厚，

借予華 集團之短期貸款不單成為本公司資金之安全港，且能有助於本公司之收益持續增長。停車位

租金收入預期平穩。在整固業務運作之同時，本公司已準備接受未來的新考驗。整體而言，在沒有不

可預見之不利因素下，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在不久之未來將是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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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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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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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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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權益

或淡倉。本期間內，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已行

使任何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任何證券之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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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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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1.93%

Limited（「華 」）

巨昇有限公司 1,018,380,590 實益擁有人 2 41.93%

（「巨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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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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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信託人之單位信託基金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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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擁有巨昇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Global

King (PTC) Ltd.、GZ Trust Corporation及華 各被視為擁有巨昇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3. 由於劉先生擁有華 之已發行股本74.82%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同等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包括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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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認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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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於二零零九年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本期間初及期末均無認股權尚未行使。本期間內並無授出、

行使或註銷或已經失效之認股權（二零零九年：無）。

購回、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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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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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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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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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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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無遵守該守則。惟下述

若干偏離 （有些只是在形式上輕微偏離 ）除外：－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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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報告及內部監控系統具高效率及效益以及獨立性。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江志明先生，董事

會副主席並代行主席一職，因公幹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大會」）。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林日輝先生被選為大會主席，以主理大會程序並回

答股東之提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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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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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中，董事會已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酬金進行檢討。經考慮現時市況後，董事會決定

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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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港元增至130,000港元。

除上述提及之變動外，自刊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以來，概無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13.51B(1)條

規定而需披露每位董事資料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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