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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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398 4,614

銷售成本 (43) (74)

毛利 4,355 4,540

其他收入 5 87 426

行政開支 (6,526) (1,82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0,600 1,550

除稅前溢利 8,516 4,692

所得稅抵扣 7 11 66

本期間溢利 6 8,527 4,758

其他全面收益
待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其後可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365 1,93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892 6,6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8,527 4,7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892 6,69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9 0.3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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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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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機器及設備 513 578
投資物業 61,000 50,400
商譽 2,939 2,939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
待售金融資產 – 38,072

64,452 91,989

流動資產
待售金融資產 38,647 –
應收股東款項 10 98 278
借予股東貸款 11 220,000 220,00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657 918
應收短期貸款賬項 60,018 –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 26,320 86,769
應收稅款 39 39

345,779 308,0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13 1,602 964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1,203 481
融資租賃責任 6 6

2,811 1,451

流動資產淨值 342,968 306,55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07,420 398,54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282 24,282
股份溢價 351,638 351,638
匯兌儲備 234 234
證券投資儲備 404 39
股權基礎儲備 31,248 31,248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
－擬派末期股息 – –
－其他 (468) (8,995)

股本權益總額 407,338 398,446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23 26
遞延稅項負債 59 70

82 96

407,420 39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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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證券

投資儲備
購股權

基礎支出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2,907) – 114,289 487,536

期內溢利 – – – – – 4,758 4,758
其他全面收入 – – – 1,932 – – 1,932

全面收入總額 – – – 1,932 – 4,758 6,690
已付末期股息 – – – – – (2,428) (2,42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975) – 116,619 491,798

期內虧損 – – – – – (16,343) (16,343)
其他全面收入 – – – 1,014 31,248 – 32,262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014 31,248 (16,343) 15,919

已付中期股息 – – – – – (109,271) (109,271)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39 31,248 (8,995) 398,446

期內溢利 – – – – – 8,527 8,527
其他全面收入 – – – 365 – – 36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65 – 8,527 8,892

已付末期股息 – – – – –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282 351,638 234 404 31,248 (468) 40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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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凈額 (3,931) (58)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凈額 (56,515) 3,317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凈額 (3) (2,43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凈額 (60,449) 82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6,769 75,650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320 76,4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26,320 7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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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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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其內容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制，惟適用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以下描述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
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對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生效之下列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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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至2011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下列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與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為全面收益報表及收益報表引入新的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全面收益
報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而「收益報表」則更名為「損益報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保留選
擇權，可於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續之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規定將其
他全面收益之項目在其他全面收益部分歸納成兩類：(a)其後不會重列至損益之項目；及(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可於其後
重列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所涉及之所得稅須按同一基準分配。修訂本並無改變按除稅前或除稅後呈列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選擇權。本集團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改名為「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而其
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亦因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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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有關綜合賬目、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事項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套五項有關綜合賬目、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事項之準則已頒布，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

號（2011年經修訂）。

該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內處理綜合財務報表之部分。香港（常務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賬目－特殊目的實體」已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生效當日撤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0號，僅有一項綜合基準，即「控制」。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括「控制」之新定義，當中包括三個元
素：(a)對接受投資公司之權力；(b)從參與接受投資公司活動中所涉及不同形式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c)利用對接受投
資公司之權力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之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就複雜情況提供更廣泛指引。由於本集團旗下所
有附屬公司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控制」要求，且並無根據新指引識別出新附屬公司，故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0號並無對本集團構成任何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處理如何將涉及兩
名或以上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方之共同安排分類。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之
非貨幣出資」已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生效當日撤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會視乎安排各方
之權利及責任而分類為共同經營或合營企業。相對而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共同安排則分為三類：共同控制實
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業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企業須按會計權益法入賬，而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1號，共同控制實體可按會計權益法或比例會計處理入賬。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並無對本集團構
成任何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屬披露準則，應用於在附屬公司、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或非綜合結構性實體擁有權益之實
體。整體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較目前準則所規定者更為全面。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並無
對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計量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布之2009年至2011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2009年至2011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包括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多項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本包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機器及設備」之修訂本；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釐清零部件、備用設備及使用中設備一旦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項下物業、機器及設
備之定義，則應分類為物業、機器及設備，否則應分類為存貨。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
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釐清，向股權工具持有人作出分派之所得稅及股權交易之交易成本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所得稅」入賬。由於本集團已提早採納此項處理方法，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
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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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對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此項準則界定公平值，確立計量公平值之
框架，以及要求對公平值計量作出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除指定情況外，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規定或准許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3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更為廣泛。例如，根據目前僅規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項下之金
融工具之三個級別之公平值架構作出之量化及定性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已伸延至涵蓋其範圍內之所有資產
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應用比其各別之前的規定較為廣泛。由於此等披露規定只應用在完整財務報表，本集團尚
未於中期報告中增加猶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更改定額福利計劃及終止福利之會計處理。最重大之改變乃有關定額福利責任及計劃資
產變動之會計處理。該等修訂本要求於定額福利責任及計劃資產之公平值變動發生時確認該變動，並因此取消香港會
計準則第19號舊版本所允許之「區間法」並加快確認過往服務成本。該等修訂本要求所有精算盈虧須立即通過其他全面
收益確認，讓退休金資產或負債淨額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確認，以反映計劃盈虧之全部價值。此外，在香港會計準則
第19號舊版本中使用之計劃資產之利息成本及預期回報，已由「淨權益」金額取替，而該金額乃根據定額福利負債或資
產淨額按貼現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沒有定額福利計劃，因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沒有重大影
響。

除上述者外，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現在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制及呈列造成重大影響，故
毋須作出過往會計期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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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之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呈列－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消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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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未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
務狀況之編制及呈列會否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導致日後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制及呈列出現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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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為已收及應收第三方之合計款項，茲概述如下：

物業租金收入 920 930

投資及融資利息收入 3,478 3,684

4,398 4,614

4. 營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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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本集團經營兩個呈報分部：(i)投資及融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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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主要業務如下：

投資及融資 － 投資及融資業務
物業投資 － 物業租賃

本集團用作釐定已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之計量方式與二零一二年之採納維持不變。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經營不同活動之策略業務單元，而由於各項業務之市場不同，需要制訂不同營銷策略，故分開
管理。

於投資及融資產生之收益為3,47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684,000港元）其中有大約2,9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228,000港元）收益來自集團一名（二零一二年：二名）主要客戶，而來自該客戶之收益則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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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部（續）

營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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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8 920 4,398

業績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業績 (224) (27) (251)

銀行利息收入 53 53

未分配項目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1,886)

所得稅抵扣 11

核心虧損（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2,073)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0,60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8,527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投資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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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資產 344,318 64,229 408,547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84

綜合總資產 410,231

負債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負債 907 613 1,520

未分配公司負債 1,373

綜合總負債 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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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部（續）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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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4 930 4,614

業績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業績 3,548 864 4,412

銀行利息收入 248 248

未分配項目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1,518)

所得稅抵扣 66

核心溢利（撇除主要非現金項目） 3,208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55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75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投資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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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資產 343,468 54,304 397,772

未分配公司資產 2,221

綜合總資產 399,993

負債
可呈報分部之分部負債 908 550 1,458

未分配公司負債 89

綜合總負債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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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營運分部（續）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止期間，本集團在香港經營所有業務。在兩個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全部來自香
港。

其他分部資料

投資及融資 物業投資 未分攤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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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資本開支 – – – – 11 – 11 –

折舊 – – – – 76 – 76 –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銀行利息收入 53 248

其他物業收入 8 8

其他收入 1 170

匯兌收益淨額 25 –

87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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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已（扣除）╱加入：
員工成本總額（包含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 (1,586) (235)

薪金及其他福利 (1,825) (61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 (35)

(3,457) (881)

核數師酬金 (150) (14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6) –

匯兌虧損淨額 – (136)

租用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費用 (1)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920 930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37) (68)

期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6) (6)

877 856

7. 所得稅抵扣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抵扣╱（支出）包括：

期內稅項：
香港所得稅 – (24)

遞延稅項：
期內 8 –

上一期 3 90

11 66

於此兩個期間香港所得稅率是以估計溢利之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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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2012年無末期股息（2011年：每股0.1港仙） – 2,428

董事會建議本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0.1港仙）。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本期間溢利為8,52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758,000港元）及本期間已
發行本公司普通股份（「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為2,428,255,008股（二零一二年：2,248,255,008股）而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止期間，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攤薄事項，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
同。

10. 應收股東款項

根據公司條例第161B節披露之應收股東款項詳情如下：

股東名稱
本期間

最高未償金額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Champion Dynasty Limited 

（「Champion Dynasty」） 278 98 278

應收股東款項為Champion Dynasty之未到期應收利息及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償還條款。董事認為應收股東款項之賬
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Champion Dynasty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偉權先生（「張先生」）直接擁有。

11. 借予股東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貸方）與Champion Dynasty（作為借方）及張先生（作為個人擔保人）及廣東
奧理德醫療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公司擔保人）訂立一份貸款協議，向Champion Dynasty提供一筆最多220,000,000港元之
三年期循環貸款融資（「股東貸款」），此貸款之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5厘。

貸款詳情已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之通函。

股東名稱
本期間

最高未償金額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Champion Dynasty 220,000 220,000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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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應收賬項、按金、預付賬項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按金、預付賬項內並無包括重大應收貿易賬項（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因此，無須提供應收賬項需要賬齡分析。

董事認為本集團應收賬項、按金、預付賬項賬面值是它們之公平值。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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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428,255,008 24,282

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向董事支付薪金及其他津貼 1,571 235
向董事作出供款至退休福利計劃 15 –
向董事配偶支付薪金及其他津貼 408 –
向董事配偶作出供款至退休福利計劃 8 –
借予股東貸款之利息收入 2,975 –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 – 2,724
支付予同系附屬公司之管理費 – 36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借予股東貸款 220,000 220,000
應收股東利息 98 225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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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本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本期間之收益為4,39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61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下降216,000港元。本期
間之毛利為4,35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54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4%。

於本期間，投資及融資分部收入歸因於一項本金金額為5,000,000美元之浮息票據（「浮息票據」）之利
息收入29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60,000港元）及借予一位股東及四位第三方借款人貸款之利息收入
3,18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無）。去年同期則借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2,724,000港元及
該同系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內通過一系列還款償清貸款本金300,000,000港元。

一方面，浮息票據之利息收入下跌是由於一項浮息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已到期。另一方面，本集團開始
在香港經營放債人業務，借貸利息收入可部分抵消浮息票據利息收入之下跌。

至於物業租賃，租金收入減至92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30,000港元），主要原因是物業平均出租率
輕微下跌。本期間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10,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50,000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

對比去年同期4,758,000港元，本集團本期間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8,527,000港元。溢利增加主
要源自於對比去年同期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之增加。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35港仙（二零一二年：0.20

港仙）。

核心虧損

於本期間，主要非現金項目是指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10,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50,000港元）。
扣除主要非現金項目，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核心虧損為2,07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溢利：3,208,000港
元）。本期間，核心虧損主要自二零一二年八月開始，本集團開始在香港僱用員工及租用辦公室而相
應產生的大幅增加之日常營運費用（如薪金、租金及折舊等）所致。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407,33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8,446,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8,892,000港元。此增加乃由於本期間之溢利8,527,000港元及
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365,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16.77港仙（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6.4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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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投資及融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一項列為可供待售之金融資產之本金額為5,000,000美元之短期
浮息票據。該利率是參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而其賬面值約為38,647,000港元。本集團亦向Champion 

Dynasty提供了220,000,000港元之股東貸款，年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5厘年率計算。此外，本集
團根據放債人條例向四位第三方借款人提供以年利率5厘或9厘之60,000,000港元貸款。本期間並無利
率及外幣對沖。

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份數目為2,428,255,008股。

債項與股權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約為26,32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769,000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於本期間亦無對沖任何非港元之資
產或投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資產抵押以取得任何銀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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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簽訂一份股份投資及安排協議，以現金820,000

人民幣作為代價，收購東莞南方醫大代謝醫學研發有限公司（「南方代謝」）之35%股權，並且同意投
入現金800,000人民幣作為南方代謝的營運資金。因此，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有關收購南方代謝
35%股權之總資本承擔是1,620,000人民幣（約相當於2,05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除上述所載，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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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錄入收益內來自浮息票據、借予Champion 

Dynasty之股東貸款及借予四位第三方貸款之利息收入共3,47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684,000港元）。
錄入其他收入的利息收入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48,000港元）為銀行利息。本期間並無錄得財務成
本（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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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八名員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八名）。本期間員工
總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87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646,000港元）。去年同期的員工總成本是
因本公司其他同系附屬公司徵收之員工成本所致，而本期間員工總成本因支付本集團員工費用所致。
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獲採納。本公司累計合共授出168,000,000份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普通股之購股權，數目相等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授予日期）已發行股份共2,428,255,008

股份之約6.92%。於本期間內並無任何購股權獲得行使。因此，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仍有
168,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進行
物業估值，有關估值乃用以編製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保柏國際評估
有限公司進行物業估值。該估值乃以直接比較法假設該等物業各自可以現況交吉出售及參照有關市
場上可供比較之銷售證據，或投資法考慮該等物業目前收取之租金及其復歸收入潛力所得出來。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之估值為61,000,000港元，已於本期間簡明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計入公平值增加10,6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從事(i)投資及融資，及(ii)物業投資之業務。

投資及融資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期間，經若干次提款以年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5厘借予Champion 

Dynasty之股東貸款總金額為220,0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之已入賬利息收入分別來自Champion 

Dynasty2,975,000港元及四位第三方借款人211,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來自同系附屬公司已入賬利息收
入為2,724,000港元，該同系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內通過一系列還款償清本金為300,000,000港元之
貸款。

同時，於本期間，於本期間從非流動資產重列至流動資產之浮息票據的投資所產生之利息收入約為
292,000港元，對上年同期為96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該浮息票據已出售。董事相信本
集團出售該低回報的投資從而獲取所得款項可為本集團在未來開拓新業務（如建議健康管理業務及
根據放債人條例提供貸款）提供額外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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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位於灣仔及中環區31個停車位連同5個毗鄰空間及地庫停車
場。於本期間，相關出租率約為83.33%，而租金收入約為920,000港元。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1%。
租金收入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停車位之平均使用量下跌所致。另外，本期間內錄得投資物業之未變現之
公平值收益為10,600,000港元。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金融市場出售本集團一直視為日常業務持有
的浮息票據。出售浮息票據的所得款項約為4,990,000美元（約相當於38,688,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
本）及該出售帶來的預計虧損約為32,000港元。詳情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八日及十九日本公司公
布。

展望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來源於兩大業務，即(i)投資及融資，及(ii)物業投資。儘管來自它們的收入及盈利相
當穩定，但董事相信在機遇出現時開拓其他新業務以增加收入來源，有利本集團之未來表現及符合本
公司股東（「股東」）之整體利益。

董事認為，全球人類出生率及死亡率兩者都劇減的情況下，人口老化是現知一大趨勢。而在先進及已
發展國家，加上資訊發達，人們更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醫療、健康及養生方面的消費毫
不吝嗇。因此，董事認為健康管理這一類型業務之前景是大有可為及有利於本集團之未來增長。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若干合作方就建議發展健康管理業務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
協議。本公司擬與國內外若干有關領域具領導優勢及負有聲譽的機構聯手開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健康管理產業，開展健康管理項目。本公司相信，與合作方訂立該協議是進軍健康管理業務之第
一步。相關詳情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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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就承租位於中國廣州國際生物島（「生物
島」）一幢商業大廈中的三層單位簽訂意向書以建立辦公室及醫療診所從而經營建議健康管理業務。
於意向書內提及建議租約為期兩年及月租為186,000人民幣。董事認為位於中國廣州市東南端的生物
島交通便利。它毗鄰廣州大學城及琶洲國際會展中心並位於廣州地鐵官洲站（4號線）附近，僅需十、
二十及四十五分鐘之車程分別可到達廣州市商業中心、廣州火車東站及廣州白雲機場。它包括一個企
業總部社區、多幢標準產業單元、循環污水處理廠、廣州國際生物科技合作交流中心及生物島國際創
新中心。與此同時，生物島被視為廣州的生物技術中心區，是適合高端生物技術企業在此設立總部及
研究中心的地方。因此，董事相信，通過在生物島上建立辦公室及醫療診所從而開展建議的健康管理
業務是一個合適的選擇。詳情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公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簽訂一份股份投資及安排協議，以現金820,000

人民幣作為代價收購南方代謝之35%股權，並且同意投入現金800,000人民幣作為南方代謝的營運資
金。南方代謝是上述有關建議發展健康管理業務之不具法律約束力協議的訂約方之一。它是一間於中
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且是南方醫科大學之附屬機構。南方代謝坐落於中國東莞松山湖國家高科技園
區，主要從事診斷、治療和預防代謝病的新方法和產品之研發。董事相信，此收購將有利於本集團進
軍建議健康管理業務。詳情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公布。

長遠而言，本集團計劃在中國構建多家連鎖健康管理機構，為高端人群提供涵蓋健康、亞健康、疾病
三種狀態下的個體化健康管理服務。再者，本集團之目標是創辦全球優質醫療資源之群體及構建在健
康管理領先之模式。

本公司將於合適時候刊發披露上述交易之任何進度之公布。

同時，除前述本集團之發展外，倘若出現任何合適的投資機會，董事會將會考慮收購任何新業務以增
加更多長遠收入。總之，本集團將繼續採取進取和靈活之策略面對未來業務之改變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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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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名稱
股份數目

身份 附註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普通股份 相關股份 總數

張先生 903,949,671 – 903,949,671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 37.23%

鄭孝仁先生 
（「鄭先生」）

300,000 48,000,000 48,300,000 實益擁有人 2 2.00%

黃亮先生 
（「黃先生」）

23,268,000 – 23,268,000 實益擁有人 3 0.96%

附註：

(1) 張先生經持有Champion Dynasty 99%之全數已發行股本而控制上述股份之權益。

(2) 鄭先生擁有24,000,000份本公司購股權。鄭先生的配偶亦是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員工擁有本公司300,000股份及24,000,000

份本公司購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鄭先生被視為擁有其配偶同一批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3) 黃先生之配偶持有23,268,000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先生被視為擁有其配偶同一批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持有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而須記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之登記冊內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或依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據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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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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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普通股） 身份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Champion Dynasty 903,949,671 實益擁有人 附註 37.23%

附註：

張先生為Champion Dynasty之唯一董事兼擁有其已發行股本之99%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包括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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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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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獲採納。本公司累計合共授出168,000,000份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
通股份之購股權，數目相等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授予日期）已發行股份共2,428,255,008

股之約6.92%。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二零一二年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內。於本期間內並無任何購股
權獲得行使。因此，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仍有168,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8,000,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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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並遵守企管
守則之規定。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遵守企管守則，惟以下偏離者
除外：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誠然兩位
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日輝先生及梁潤輝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辭任
生效）之委任沒有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細則，他們需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接受退任並膺選
一次。董事認為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任期已實質上足夠指定。再者，自他們辭任後，所有非執行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與本公司簽訂委任書及列明指定任期。因此，自二零一三年三
月八日起，本公司已完全遵守此守則條文。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3條，非執行董事應有足夠的人數，以使其意見具有影響力。再根據上
市規則第3.10(1)及3.21條，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必須包括至少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從二零
一三年一月一日（前獨立非執行董事錢其武醫生辭任生效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期間，獨立
非執行董事人數低於規定之人數。直至從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起，丘志明先生、黃先生及麥楊光先
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再遵守此守則條文。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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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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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本期間一直遵守該標準守則
及僱員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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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貸方）與Champion Dynasty（作為借方）及張先生（作為個人
擔保人）及廣東奧理德醫療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公司擔保人）訂立一份貸款協議，向Champion Dynasty

提供一筆最多22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循環貸款融資，此貸款之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5厘。
股東貸款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取得獨立股東批准。有關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之通函。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貸款人）與第三方公司（作為借款人）訂立貸
款契約，據此，貸款人同意借出且借款人同意借入本金額40,000,000港元，年利率為5厘之為期一年貸
款。貸款契約以擔保契約為擔保。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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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刊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起，概無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第13.51B(1)條規定而需要披露每名董
事資料之變動。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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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此對股東之鼎力支持，以及各董事及竭誠為本集團付出寶貴貢獻之人士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偉權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封面
	目錄
	公司資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報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中期股息
	財務經營回顧
	業務回顧
	報告期後事項
	展望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購股權計劃
	企業管治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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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