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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

二零一二年度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 15,889		 ��,��9
銷售及服務成本  (6,848	)	 (�,��0 )    

毛利  9,041		 �,9�9
其他經營收入 � 274		 �,���
銷售及分銷開支  (309	)	 (��� )
行政開支  (14,854	)	 (��,�0� )    

除稅前虧損  (5,848	)	 (�,0�0 )
所得稅回撥╱（開支） � 61		 (�9� )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 (5,787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0 (7,110	) (��,0�� )    

本期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897	) (��,��� )    

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外匯差額  333		 (��� )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333		 (��� )    

期內綜合開支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開支  (12,564	)	 (��,9��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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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港幣1.09仙	) (港幣�.��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港幣0.49仙	) (港幣0.��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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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801		 ��,�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911		 ���,��9    

  120,712		 ���,��0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63,429		 ��,��9
 存貨  1,800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4,121		 �,99�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1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2,732		 ��,�0�    

  212,083		 ���,0��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 277,179		 ���,�0�    

  489,262		 ���,��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88,822		 9�,��0
 應納稅金  –		 �,0��    

	 	 88,822		 9�,�9�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之相關負債 �� 56,691  ��,9��    

  145,513	 ��9,���    

流動資產淨額  343,74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4,461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8,833		 ���,���
 儲備  345,628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64,4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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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編製基準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
製。

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未經審核的，但經本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及會計師審閱。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中期簡明財務報告是按歷
史成本為編制基礎。

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所有要求在年度報告中披露的財務資訊，同時本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應與集團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報一併閱讀。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主要計
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相符，以下之政策
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脹及取消首次採納者的固定過渡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採納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
或其中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
用此等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性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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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的各方面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沒有明顯業務變化或經濟環境轉變以影響本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二年，金融資產沒有被重新定級。

4.	 分部報告

行業分部－收入及業績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4,801		 1,088		 –		 15,889
       

折舊 (3,564	)	 –		 (128	)	 (3,692	)
分部業績 (290	)	 862		 –		 572
       

利息收入 37		 –		 237		 274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		 –		 (6,694	)	 (6,694	)       

除稅前虧損      	 (5,848	)
所得稅     		 6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期虧損     		 (5,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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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和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與纖維板業務
	 		 		 		 		 有關之資產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分類資產		 （已終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113,656		 75,636		 –		 189,292		 187,299		 376,591
商譽	 –		 –		 –		 –		 89,880		 89,880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1		 1		 –		 1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142,732		 142,732		 –		 142,732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770		 770		 –		 770           

綜合資產總值	 113,656		 75,636		 143,503		 332,795		 277,179		 609,974
           

負債
分部負債	 6,016		 634		 –		 6,650		 56,691		 63,341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82,172		 82,172		 –		 82,172           

綜合負債總值	 6,016		 634		 82,172		 88,822		 56,691		 145,513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 1,006		 –		 –		 1,006
折舊 3,564		 –		 128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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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部－收入及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營業額 ��,���  90�  –  ��,��9
       

折舊 (�,��� ) –  (��� ) (�,��9 )
分部業績 (�,��� ) �,���  –  (��� )
       

利息收入 ��  –  ���  �9�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  –  (��� ) (��� )       

除稅前虧損       (�,0�0 )
所得稅       (�9�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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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和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與纖維板
         業務有關
       總分類  之資產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資產  （已終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0��  ��,���  –  �9�,��0  ���,0��  ���,���
商譽 –  –  –  –  �9,��0  �9,��0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  �  –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0�  ��,�0�  ��,�0�  ���,009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  �,���  –  �,���           

綜合資產總值 ���,0��  ��,���  ��,9��  ���,���  ���,�0�  ���,��9
           

負債
分部負債 �0,9��  ���  –  ��,���  ��,9��  ��,���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  ��,���  –  ��,���           

綜合負債總值 �0,9��  ���  ��,���  9�,�9�  ��,9��  ��9,���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 �,���  –  �  �,���
折舊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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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地區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地區市場劃分之	
	 向外界客戶銷售收益	 本期對盈利之貢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中國 15,586  ��,0��  331	 (�,��� )
香港 303  �9�  241	 ���       

 15,889  ��,��9  572	 (��� )
   

利息收入     274  �9�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6,694	) (��� )       

除稅前虧損    	 (5,848	) (�,0�0 )
所得稅回撥╱（開支）     61	 (�9�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     (5,787	) (�,��� )
       

以下為分部資產之賬面值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按資產所在之地域位置劃分之分
析：

	 	 物業、廠房
	 分部資產之賬面值	 及設備之添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中國 265,001  ���,���  1,006  �,���
香港 67,794  ��,���  –  �       

 332,795  ���,���  1,006  �,���
       

以上所有分部營業額均來自外界客戶。 

分部業績指在並無分配投資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投資
物業公平值變動下，各物業分部所賺取的溢利。這是向本集團管理層呈報的資料，以助調
配資源及評估物業分部表現之用。

本集團於中期財務報告日的總資產，與最近期年報所列載的總資產並無重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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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收入

期內其他經營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274  �9�
匯兌收益 –  �,���
出售土地使用權收益 –	 ��0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  –
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61	) �9�   

 (61	) �9�
   

本公司及其在香港的附屬公司於兩段期間並無任何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任何香港
利得稅準備。 

位於其他司法權區的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通行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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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虧損已扣除╱（撥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92  �,��0
核數師酬金 29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827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0	) ��
滙兌虧損╱（收益） 1,641	 (�,��� )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1,088	) (90� )
減﹕年內有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11	 ���
  年內並無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152	 –   

 (925	) (��� )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本期虧損及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9�,000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000元）及本期已發行�,���,��9,���股普
通股（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概無發生任何攤薄股份事項，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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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計算乃基於下列數據：

虧損按下列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2,897	) (��,��� )
減：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7,110	) (��,0�� )   

用於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之虧損 (5,787	) (�,��� )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詳述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攤薄虧損為每股港幣0.�0仙（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每
股虧損港幣�.��仙），其乃基於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港幣�,��0,000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港幣��,0��,000元）及上文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詳
述子分母。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佛山市南海區環境運輸和城市管理局「佛山環境主管部門」向
佛山市南海康盛木業有限公司（「康盛」）及佛山市南海佳順木業有限公司（「佳順」）（均為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佛山市南海康耀板業有限公司（「康耀」）（本集團擁有��%權
益之聯營公司及進行本集團之全部纖維板業務）發出通知，要求彼等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前終止位於佛山市及目前租予康盛和佳順之原址（包括土地使用權、上蓋物及構築
物）（「該物業」）內之營運，以減少污染物排放及改善該地區環境。 

於同日，本公司（代表康盛、佳順及康耀）與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政府（「佛山南海區政府」）訂
立補償備忘錄。根據補償備忘錄，佛山南海區政府將收回位於佛山市及租予康盛及佳順之
物業，同時提供不少於人民幣三億元金額予集團作為纖維板業務停產賠償。康盛、佳順及
合營公司已終止其現有生產。有關該交易及補償條款之詳情已載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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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終止本集團之纖維板製造及貿易業務。本
集團正積極物色其纖維板製造及貿易業務之買家，並預期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
一日完成。

由康盛及佳順擁有之物業、廠房與設備及存貨，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協聯估值及拍賣行按
彼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公開市值估值。估值金額低於相關資產之賬面值。因此，
當業務於報告期末重新分類為待出售資產時，確認錄得減值虧損。

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於下文。來自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比較業績及現金流量已獲重列，以將該等業務分類為本年度已終止經營
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虧損

營業額 26,163  ��9,0��
銷售成本 (26,377	) (���,��� )   

（毛虧）╱毛利 (214	) �,���
其他經營收入 4,039	 �,���
銷售及分銷開支 (75	) (��0 )
行政開支 (9,500	) (��,��0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07	) (�,�0� )
存貨減值虧損 (1,253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除稅前虧損 (7,110	) (��,��� )
所得稅回撥 –  �0�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110	) (��,0��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虧損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折舊及攤銷 –	 ��,���
核數師酬金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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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085	 (�,��9 )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31	 (��,9�� )   

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516	 (��,��� )
   

11.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與纖維板業務相關之資產（附註A） 277,179  ���,�0�   

與分類為待出售資產之相關負債（附註A） 56,691  ��,9��   

附註A：

誠如附註�0所述，本公司纖維板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終止。於報告期末，纖維
板業務資產及負債之主要類別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607  99,���
土地使用權 53,757  ��,��0
商譽 89,880  �9,��0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2,643	 �,���
存貨 12,664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9,628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0�   

分類為待出售之纖維板業務資產 277,179	 ���,�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5,004	) (��,��� )
應納稅金 (1,687	) (�,�0� )   

與分類為待出售資產相關之纖維板業務負債 (56,691	) (��,9�� )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之纖維板業務資產淨額 220,44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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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天信貸期。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0日 2,203  �,0��
��-90日 94  ��9
9�-��0日 39  ���
超過��0日 320  ���   

應收賬款 2,656  �,���
其他應收款 1,465  �,���   

 4,121  �,99�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值與其對應的賬面值相
若。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0日 982  �,�0�
��-90日 119  ���
9�-��0日 114	 �0�
超過��0日 251	 ��9   

應付賬款 1,466		 �,�99
其他應付款 87,356	 90,���   

 88,82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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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本集團發行港幣��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票據」），到期日為
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到期日」），年息為�厘，每份港幣�,000,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已到期及不能行使換股權面值港幣��,000,000元票
據連同應計至到期日之所有利息約港幣�,90�,000元，現已分類為其他應付款並按要求時償
還。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值與其對應的賬面值相
若。

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就收購Can Manage Trading Limited（「Can Manage」）全部已發行股本有最高或然代價
港幣��,000,000元。在Can Manage及其附屬公司即佛山市南海佳順木業有限公司（「佳順」）
之綜合純利達到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幣�0,000,000元及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幣�0,000,000元時，該款額即須支付。

然而，由於根據供電協定供應電力與蒸氣之電廠暫停運作，以及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十
九日之法院法令，就深圳發展銀行佛山分行之一項聲稱申索凍結佳順之資產，故佳順由二
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止期間暫停運作。此外，生產設施與暫停運作
前有重大轉變。鑒於上述各事項，加上Can Manage及佳順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淨利潤未能達到港幣�0,000,000元，董事認為集團無責任支付任何或然代價款
額。

然而，由於直至報告日仍無法與賣家取得聯絡，董事決定反映該款項為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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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港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營業額大幅減少的原因是由於本集團之板材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下旬因應
佛山市南海區總體環境規劃而停止生產所致。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經營業績錄得虧損港幣��,�9�,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業務回顧

酒店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桂林觀光酒店把握酒店硬件設施更新改造的優勢，適時調整房
價，使上半年平均房價比去年同期提升��.�%，總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加9.�%至港幣
��,�0�,000元。由於房價調升，導致部份低端客源流失，但在管理層積極開拓新客源下，
住房率維持與去年同期相若水平為��.�%。成本方面，雖然期內食品價格升幅有所緩和，
但能源及工資方面的成本上漲壓力仍大。在管理層不斷實施壓縮各環節成本的措施下，
使期內毛利率上升�.�%，經營業績虧損港幣�90,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板材業務

由於板材業務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下旬停止經營生產，本集團於本年上半年主要通過
招標形式處理板材業務資產出售事宜。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已完成處理資產
總額為港幣��,���,000元，經營虧損港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

有關停產補償事宜，評估機構現正進行相關資產的評估工作，同時與政府有關部門對補
償協議的條款進行具體洽談中，預計於二零一二年底前簽訂有關補償協議，而有關之補
償金額將於簽訂協議後入帳。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租金收入為港幣�,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0.�%，物業出租率為�9.�%，比去年同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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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09,9��,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9,000元），並無任何銀行貸款及其他長期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資產淨值為港幣���,���,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0��,000元），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及長期借貸除總資產）為0%（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每股淨資產值為港幣�9.09仙（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0.��仙）。

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港幣���,��9,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
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約為�.��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倍），而銀行存款及現金則為港幣���,���,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009,000元），加上根據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與南海區政府簽訂的補償備忘錄，本
集團將收回總補償金額不少於人民幣�00,000,000元，預期足以應付本集團的未來營運及
新項目或業務發展之資金需求。

資產抵押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為港幣��,�9�,000元的土地使用權（二零一一年：港幣��,9��,000元）作
抵押以申請銀行備用融資額度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取消，期內並無任何抵押借
貸（二零一一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賺取人民幣並承擔以人民幣計算的成本，在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中對收入與成
本的匯率波動影響會相互沖減。同時，本集團亦擁有人民幣貨幣資產及負債，可作相互
對沖。不過，本集團以香港為基地對國內全資附屬公司投放了大量往來借款，導致因人
民幣升值或降值而帶來匯兌收益或虧損，預計人民幣兌港幣升值或貶值�%，則會影響本
年度溢利增加或遞減約��,�0�,000元；綜觀過去數年，人民幣均處於上升趨勢，直至二零
零八年下半年漸趨平穩，雖然期內人民幣匯率反覆輕微下調，使期內錄得匯兌損失港幣
�,�0�,000元，但董事會認為人民幣匯率長期將會持續平穩，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不利
外匯風險。因此，本集團現沒有任何為外匯風險作出對沖的需要。

展望

下半年本集團除了致力完成板材業務資產處置及停產補償事宜外，將專注強化現有的酒
店業務以帶動及提升酒店盈利能力，並物色優質服務性房地產項目，為明年集團正式開
展轉型步伐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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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員工

本集團員工總數約為��0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本集團員工之薪酬是以
員工之職責及工作表現作釐定。本集團為所有員工提供教育津貼。

企業管治

本公司對企業管治極為重視，並不時檢討及加強企業管治的措施。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及企業管治守則（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該「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為本公
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並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該守則
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列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的操守準
則。經明確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
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游廣武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游廣武先生（主席）、蘇文釗先生（董事總經理）
及吳永青先生（董事副總經理）；與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國偉先生、陳達成先生及鄧宏
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