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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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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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EUNG W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09）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

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國東方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
（「董事局」）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之綜
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2年  �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34,813  ��,��0
銷售成本 � (40,909 ) (��,��� )    

毛（損）利  (6,096 ) ��,���
其他收入 � 11,182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
出售持作出售物業之收益  –  ��,���
行政支出 � (31,127 ) (�0,�0� )    

經營（虧損）溢利  (26,041 ) ��,0��
融資收入 � 883  �0�
融資成本 � (5,717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8 ) (��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0,933 ) ��,���
所得稅抵免（支出） � 13,590  (�0,�0� )    

年度（虧損）溢利  (17,3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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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由下列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 (17,422 ) ��,���
 非控股權益  79  �,���    

  (17,343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 2012年  �0��年
    （重列）

基本
－就年度（虧損）溢利  (2.96)港仙  ��.��港仙    

攤薄
－就年度（虧損）溢利  (2.96)港仙  ��.��港仙    

股息詳情於本業績公佈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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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溢利  (17,343 ) ��,���    

其他全面收入：
海外業務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205  ��,��0    

年度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6,138 ) ��,���    

由下列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217 ) ��,���
 非控股權益  79  �,���    

  (16,1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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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年��月��日

  2012年  �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94,453  ���,���
 物業、廠房及設備  84,478  ��,���
 土地使用權  317,856  ���,0��
 投資物業  352,130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5,980  ��,0��
 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 55,768  �,���
 電影版權  102  �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70,767  ���,���    

流動資產
 製作中電影  530  ��,���
 發展中物業  441,821  ���,���
 存貨  474  �,���
 貿易應收款項 �0  12,037  �,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 157,899  ��,���
 可退回稅項  1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089  ��,���    

流動資產總值  678,863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 6,418  �,���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27,223  ��,��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 32,211  �0�,���
 融資租約承擔 �� 1,189  �,0��
 股東貸款 �� 14,640  ��,��0
 應付稅項  6,115  �,���    

流動負債總額  87,796  ���,0��    

流動資產淨值  591,067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61,834  �,�0�,���    



- � -

  2012年  �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42,070  ��,�0�
已收按金  3,055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9,044  ���,���
計息銀行借貸 �� 135,435  –
融資租約承擔 �� 3,71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33,314  ���,00�    

資產淨值  1,228,520  �,0��,���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866  ���,���
儲備  1,221,654  ���,���    

  1,228,520  �,0��,���
非控股權益  –  �0,���    

權益總額  1,228,5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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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國東方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於�00�年�月�日在百慕達
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
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銅鑼灣希慎道��號利園��樓��0�室。

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電影發行及授權使用、
電影菲林沖印、物業租務以及物業及酒店發展。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進行計量外，其餘均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除另有說明者外，
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作出若干重要之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在應
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判斷。

(a) 於2012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之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採納此等經修訂準則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0�0年��月，香港會計師公會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引進對按公平值
計量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計量原則之例外情況。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規定實體須視乎該實體是否預期透過使用或銷售收回資產之賬面值而計量與該資
產有關之遞延稅項。該項修訂引入一個可推翻之假定，即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可
透過銷售全數收回。該項修訂可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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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價值為���,��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乃由一家附屬公司持有，其業務模式為不斷
消耗該投資物業內包含之絕大部份經濟利益（而非透過銷售）。就該投資物業而言，上
述假定可予推翻，相關遞延稅項不予重新計量。

(b) 於2012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
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之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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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其他實體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權益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年度改進項目 �00�年至�0��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自�0��年�月�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自�0��年�月�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自�0��年�月�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自�0��年�月�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採納上述於�0��年�月�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並無提
早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之影響，惟現階段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準則或修訂會
否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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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由四個業務單位－物業租務、電影發行及授權使用、電影菲林沖印
以及物業及酒店發展所組成。

管理層獨立監控其經營分部業績，以便就資源配置及績效評估制定決策。評估分部績效時
乃按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進行評估，即計量經調整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計量除所得
稅前（虧損）溢利時所採用之方法與計量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所採用者一致，惟融
資收入、融資成本、出售持作出售物業之收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以及總部及公司開
支及若干其他收入則不按此法計量。

分部資產並無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
作為整體管理。

分部負債並無包括融資租約承擔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作為整
體管理。

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考當時之現行市價對第三方作出銷售之售價進行。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電影發行及  電影  物業及
 物業租務  授權使用  菲林沖印  酒店發展  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收益 13,926  13,475  7,412  –  –  34,813
分部間收益 –  –  123  –  (123 ) –           

收益總計 13,926  13,475  7,535  –  (123 ) 34,813           

分部業績 15,174  (27,752 ) (6,176 ) (4,590 ) –  (23,344 )         

未分配公司支出           (2,755 )
融資收入           883
融資成本           (5,717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0,933 )
所得稅抵免           13,590           

年度虧損           (17,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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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12月31日

   電影發行及  電影  物業及
 物業租務  授權使用  菲林沖印  酒店發展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59,748  74,550  5,534  1,237,400  72,398  1,749,630           

分部負債 78,177  7,419  1,119  412,477  21,918  521,110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4  724  1,504  36,562  –  38,794
折舊 332  1,259  487  415  1,596  4,089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電影發行及  電影  物業及
 物業租務  授權使用  菲林沖印  酒店發展  撇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收益 ��,���  ��,���  ��,�0�  –  –  ��,��0
分部間收益 –  –  ���  –  (��� ) –           

收益總計 ��,���  ��,���  ��,���  –  (��� ) ��,��0           

分部業績 ��,���  (�,��� ) �,���  (�,�0� ) –  �,���         

未分配其他收入           ��0
未分配公司支出           (�,��� )
融資收入           �0�
出售持作出售物業之收益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融資成本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
所得稅支出           (�0,�0� )           

年度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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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1年12月31日

   電影發行及  電影  物業及
 物業租務  授權使用  菲林沖印  酒店發展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  ��,��0  �0,���  �,0��,0��  ��,���  �,���,���           

分部負債 �0,�0�  �,0��  �,���  ���,���  �0,0��  ���,0�0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  �  ��  ��,���  �,��0  ��,���
折舊 ���  �,�0�  ���  ���  �0�  �,���
           

(a) 地區資料

2012年

   中華人民
   共和國
 香港  （「中國」）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754  21,002  3,057  34,813
       

非流動資產 78,354  992,413  –  1,070,767
       

資本開支 2,228  36,566  –  38,794
       

2011年

   中華人民
 香港  共和國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  �,���  ��,��0
       

非流動資產 ��,��0  �0�,���  –  ���,���
       

資本開支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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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收益�,0��,000港元（�0��年：�,0�0,000港元）及�,0��,000港元（�0��年：��,���,000港元）
乃分別來自電影發行及授權使用分部之一位客戶及物業租務之一位承租人。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乃指年內所售出貨品於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之發票淨
值；所提供服務之價值；及已收及應收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減營業稅）。

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物業租金收入 13,926  ��,���
 電影發行及授權使用收入 13,475  ��,���
 電影菲林沖印收入 7,412  ��,�0�   

 34,813  ��,��0
   

其他收入
 就終止租賃協議已收取之補償淨額 8,973  –
 撥回已收按金 307  –
 廢料銷售 605  �,���
 其他 1,297  ���   

 11,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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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收入及成本

融資收入及成本之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須於�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58  ��
 無須於�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2,275  –
 股東貸款之利息 146  ���
 融資租約之利息 230  �0
 短期貸款承諾費 –  ��0
 其他借貸利息 13,290  �,��0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附註��） 3,026  �0,���   

 19,025  ��,���
減：合資格資產資本化金額 (13,308 ) (��,��0 )   

融資成本總額 5,717  �,���
   

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01 ) (��� )
 外匯匯兌差額，淨額 (582 ) (��� )   

融資收入總額 (883 ) (�0� )
   

融資成本淨額 4,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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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福利支出（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2,772  ��,�0�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及社會保障成本 666  ���   

 13,438  ��,���
核數師酬金 1,828  �,��0
折舊 4,089  �,���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2,369  ��,��0
撇銷存貨 –  ���
有關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5,710  �,���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2,420  �,���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79 ) (��� )
已收回定為不可收回之貿易應收款項 (161 ) (�� )
專業費用 5,06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0  ��
其他 7,224  �0,��0   

總銷售成本及行政支出 72,036  ��,���
   

7 所得稅（抵免）支出

已就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0��年：��.�%）之稅率作出香港利得稅撥
備。

根據於�00�年�月�日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所得稅率對所有企業統一為��%。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之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稅項－香港
 年內支出 7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0  (�� )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支出 3,468  �,��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40 ) –   

即期稅項總額 3,355  �,���
遞延稅項 (16,945 ) �,0��   

稅項（抵免）支出總額 (13,59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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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截至�0��年及�0��年��月��日止年度內，並無派付或擬派付任何股息，且自報告期末以
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年度虧損��,���,000港元（�0��年：
溢利��,���,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0�,000股（�0��年（重列）：
���,���,000股）計算。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調整以計及本公司年內分別於
�0��年�月��日及�0��年�月��日進行之股份合併及公開發售供股之影響。上個財政年度之
每股（虧損）盈利已根據上述調整予以重列。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計算。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7,422 )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88,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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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可能具攤薄
效應之普通股均獲轉換而計算。假設可換股債券已兌換為普通股，純（損）利則予以調
整以對銷利息支出（扣除稅項影響）。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7,422 ) ��,���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扣除稅項） –  –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之（虧損）溢利 (17,422 )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88,907  ���,���
就以下作出調整：
 －假設可換股債券已兌換（千股）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588,907  ���,���
   

由於假設可換股債券已兌換而產生之��,���,000股潛在普通股對所呈列之本報告期具
有反攤薄影響，故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將該等股份計算在內。

於計算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就年內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
攤薄影響作出調整。

10 貿易應收款項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2,883  �,���
減值撥備 (846 ) (��� )   

 12,037  �,0��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0至��0日之信貸期。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應用
內部信貸評級方法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及界定客戶之信貸限額。賦予客戶之信貸限額
會進行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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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為基準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7,211  �,0��
��至��0日 3,683  �,���
���至���日 525  ���
�年以上 618  ���   

 12,037  �,0��
   

11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收款項  495  ��0
預付款項 (i) 20,917  ���
土地按金 (ii) 141,593  ��,���
建築成本按金  48,443  ��,���
其他  2,219  �,���    

於��月��日之賬面值  213,667  ��,���
流動部分  (157,899 ) (��,��� )   

非流動部分  55,768  �,���
    

(i) 該結餘包括向一間中國之銀行之支付之預付利息金額�0,���,000港元（�0��年：無）。

(ii) 該結餘指就收購位於湖南之一幅土地用於物業開發而支付之按金。

其他應收款項概無過期或減值。計入上述結餘之其他應收款項近期並無違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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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6,418  �,���
   

1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實際
 合約利率 到期日 2012年  �0��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銀行貸款
 －有抵押（附註i） �.�� 按要求 1,430  �,���
其他借貸
 －有抵押（附註ii） �� �0��年�月 –  ��,�00
其他借貸
 －無抵押（附註iii)  �� �0��年�月 30,781  ��,�0�     

   32,211  �0�,���
非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 iv） �.�0 �0��年�月 135,435  –     

   167,646  �0�,���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析：
 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年內 1,430  �,���
 �至�年 24,625  –
 �至�年 110,810  –   

 136,865  �,���
   

(i) 於�0��年及�0��年��月��日，本集團之現有銀行借貸以本集團賬面淨值���,000港元
（�0��年：�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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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其他借貸以本公司授出之企業擔保及本集團於鵬豐國
際有限公司（「鵬豐」）之全部股權作抵押。鵬豐為成都中發黃河實業有限公司（「中國附
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而中國附屬公司持有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該等借貸於截至
�0��年��月��日止年度悉數償還。

(iii)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其他無抵押借貸將於�0��年�月到期（�0��年：於�0��年
�月到期）。

(iv)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非流動銀行借貸以本集團賬面淨值���,���,000港元之土
地使用權作抵押。銀行借貸將於�0��年�月到期。

14 融資租約承擔

於年內，本集團租賃汽車作業務用途。有關租賃分類作融資租約，餘下租期為四至五年。
有關所有融資租約承擔之利率釐定為合約利率�.��%。並無就或然租金付款訂立任何安
排。

 最低租約付款 最低租約付款之現值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款項：
�年內 1,375  �,���  1,189  �,0��
�至�年 1,375  �,���  1,240  �,0��
�至�年 2,575  �,��0  2,470  �,���       

最低融資租約付款總額 5,325  �,0��  4,899  �,���
       

未來融資費用 (426 ) (��0 )   

應付融資租約淨額總值 4,899  �,���
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部分 (1,189 ) (�,0�� )
   

非流動部分 3,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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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債券

於�0��年�月��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高達���,���,000港元及年票面息率為0.�%之可換
股債券。債券持有人可選擇自債券發行日期起至�0��年�月��日（包括該日）止期間，隨時按
初步換股價0.���港元將有關債券轉換為每股面值0.�0港元之繳足普通股。根據可換股債券
之條款及條件，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於股本重組完成後由初步換股價每股換股股份0.���港
元調整為每股換股股份�.��港元，其後因�0��年�月��日完成公開發售而調整為每股換股股
份�.���港元。本公司可透過向債券持有人發出�0個工作天之事先書面通知，以現金按其本
金額之�00%贖回有關債券。任何未獲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將於�0��年�月��日以其本金額之
�00%予以贖回。

(a) 已於�0��年�月��日初次確認時確認之可換股債券乃計算如下：

 千港元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之面值 ���,���
權益部分 (���,��� )   

負債部分 ���,�00
   

(b) 年內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變動如下：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月�日 39,304  –
初次確認之負債部分 –  ���,�00
可換股債券之轉換 –  (���,��� )
利息支出（附註�） 3,026  �0,���
應付利息 (260 ) (��� )   

於��月��日 42,070  ��,�0�
   

16 股東貸款

於�0��年��月��日，本集團來自本公司主要股東鄭強輝先生（「鄭先生」）之貸款結餘
��,��0,000港元（�0��年：��,��0,000港元）為無抵押、按年利率�%（�0��年：�%）計息及須
於�0��年�月�0日（�0��年：�0��年�月）或之前償還（惟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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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訴訟

於�0��年�月�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接獲傳票，成為由四川民族飯
店（「原告」）發起的一宗民事訴訟案中的被告之一。原告稱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成
都弘易地產有限責任公司及中國附屬公司（統稱「被告」）互相串通，通過於����年、����年
及�00�年簽訂之若干合約騙取原告於中國之土地使用權，該等土地使用權構成本集團投資
物業之一部份。原告呈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院」）宣判所有該等合約無效，並向原告
返還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及賠償原告之損失及訴訟費用。董事已委聘一名外部中國律師以提
供法律意見及處理該事宜。被告已於�0��年�月�0日出庭，而法院於該等財務報表獲批准日
期仍未作出判決。鑒於律師之法律意見及所獲取之最新資料，管理層認為法律訴訟正在進
行，當前階段無法評估此次事件之結果。管理層預期，是項訴訟之結果不會帶來任何重大
負債，且不會對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之財政狀況或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
響。

18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0��年�月��日，本公司已完成向本公司獨立股東（「股東」）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港元配售��,��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

(b) 於�0��年�月�日，本公司與鄭先生訂立一份補充協議，以將結欠鄭先生之貸款之還款
期限延長至�0��年�月�0日。

(c) 於�0��年�月��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湖南九華國際新城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湖南
九華」）就一筆為數�0,���,000港元之其他借貸與貸方訂立一份協議，以將其他無抵押
借貸之還款期限延長至�0��年�月��日。

(d) 於�0��年�月��日，本金總額��,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以換股價�.���港元轉換為
本公司��,���,���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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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由去年的��,��0,000港元下跌��.�%至約
��,���,000港元。由於電影製作及菲林沖印業務之營業額不足以抵銷成本支出，故本集團
錄得負毛利�,0��,000港元（�0��年：毛利��,���,000港元）。

於回顧年內，電影製作及發行與電影菲林沖印業務分別錄得營業額約��,���,000港元
（�0��年：��,���,000港元）及�,���,000港元（�0��年：��,�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
的�0.0%。同時，來自物業租務的營業額維持穩定，約為��,���,000港元（�0��年：
��,���,000港元）。

股東應佔虧損為��,���,000港元（�0��年：溢利��,���,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港
仙（�0��年（重列）：盈利��.��港仙）。董事局不建議就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派付股
息（�0��年：無）。於�0��年��月��日，手頭現金約為��,0��,000港元（�0��年：��,���,000
港元）。

本集團之配售事項於�0��年�月完成，其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
運資金。

股本重組及公開發售

於�0��年�月，本集團建議進行股本重組及公開發售，透過按每股發售股份0.���港
元的認購價向合資格股東發行約���,���,000股發售股份籌集約���,000,000港元（未扣
除開支）。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00港元（經扣除開支），將用於以下三個方面：
(�)��,�00,000港元用於償還於�0��年�月到期的短期貸款，且已於�0��年�月償還；(�)約
��,000,000港元用作中國湖南省物業項目的建築及開發成本；及(�)餘下約�,�00,000港元
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股本重組及公開發售已於�0��年�月��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
特別大會上經股東正式通過，且公開發售已於�0��年�月��日完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及電影製作及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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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

物業發展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物業發展及酒店業務錄得除稅前虧損�,��0,000港元（�0��
年：虧損�,�0�,000港元）。

於�0��年收購湖南九華的全部權益之後，本集團開始發展一幅總面積為���,���平方米的
土地。該幅土地位於中國湖南省湘潭市九華經濟區，計劃用作開發及興建「東方威尼斯」
項目。該土地正在開發成為一間五星級酒店及低密度住宅單位。

酒店發展方面，本集團正在興建一間五星級酒店，內設���間客房，總樓面面積為��,���
平方米。地基工程已經完成，預計將於�0��年年底完成樓宇建設及進行酒店試營業。酒
店擁有會議及娛樂設施，包括會議中心、餐飲服務及卡拉OK廳，料將為賓客提供全面的
高端住宿體驗。

住宅發展分為兩期。第一期包括�,���個房屋和公寓的低密度住宅單位，總樓面面積為
���,���平方米，將以湖南省的高收入階層為銷售對象。部分單位預期將於�0��年年底前
開始預售。預期將於�0��年年底前完成樓宇建設，並交付住宅單位。另一方面，第二期
的土地轉讓協議預期將於�0��年上半年完成，屆時將開始制定有關項目的總體規劃。

本集團對物業發展項目仍持樂觀態度，且預期其將受惠於國家的城市化政策。湘潭市獲
選為兩型社會開發區，倡導在新城市化、新工業化及農業工業化模式下節約資源、保護
環境的發展理念。政府致力將湘潭市打造為「千億區」，使其工業總產值達到人民幣�,�00
億元。隨著大型領先企業的不斷引進，有望形成一條可持續發展、繁榮且具競爭力的工
業鏈。憑藉利好的國家政策支持、優越的地理環境及便利的交通網絡，該項目已展現其
龐大的發展潛力，勢必於未來幾年帶來重大利潤。

物業租務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錄得物業租金收入��,���,000港元（�0��年：��,���,000港
元），減少了��.�%，有賴中國成都的商用物業所帶來的貢獻，本集團於當中擁有�00%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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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前持有長期租賃且出租率近乎�00%。尤其是，本集團分別與一間超市及一間卡
拉OK營運商訂立自�0��年�月起為期��年的租約。物業租賃業務不僅為本集團提供穩固
收入及穩定的現金流入，同時還可節省未來數年投資物業的維護管理成本。

電影相關業務

電影製作

由嚴浩執導、郭富城及楊采妮領銜主演的電影《浮城》於�0��年�月發行，但錄得虧損。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完成製作�D電影《大鬧天宮》。電影《葉問》的男主角甄子丹將與郭
富城及周潤發一同擔任《大鬧天宮》的主角。電影《大鬧天宮》以家喻戶曉的中國故事《西遊
記》為題材，現正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進行後期製作，以迎合國際市場偏好，預期將
於�0��年圣誕節推出。有見�D電影市場暢旺，本集團相信該影片將廣受歡迎，並再創票
房紀錄，尤其是在急劇發展的中國電影市場。

電影菲林沖印

於本期間內，由於缺乏大電影製作、材料成本上漲，再加上數碼影院數量增多的影響，
故本地電影菲林沖印行業處於艱難時期。因此，本集團旗下電影菲林沖印業務的營業額
減少��.�%至�,���,000港元（�0��年：��,�0�,000港元），產生經營虧損�,���,000港元（�0��
年：經營溢利�,���,000港元）。為控制成本，本集團已於�0��年�月完成搬遷至較小廠
房。此外，由於菲林沖印已由數碼製作取代，本集團將縮小其菲林沖印業務規模，並購
買機器以提高電影數碼技術。

前景

有賴�0��年政府對中國物業市場實施的溫和監管政策，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錄得人民幣
�.�萬億元，同比增長��.�%。中國物業市場可望於未來數年繼續繁榮興旺，並利好本集
團物業投資的回報。

為加快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之物業發展及投資存在良機。根據湖南
省統計局發佈的統計數據，�0��年湖南省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本集團認為，由於
湖南省湘潭市居民對住房需求甚殷，故於未來數年當地物業市場可望繼續興旺。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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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緊握此機遇投資九華及其他二三線城市。本集團亦堅信，「東方威尼斯」項目的住
宅單位銷售將創造巨額收入，而酒店業務將帶來穩定現金流入，勢必成為本集團一項標
誌性投資項目。

展望未來，本集團亦將物色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物業發展項目，累積儲備土地。本集團
將繼續致力於應對市場挑戰及機遇，以期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此外，甄選具發展潛力
的投資，將可帶來穩定的現金流，保障集團財政狀況穩健。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0��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0��年��月��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為�,���,��0,000港元（�0��年：�,0��,���,000港
元）。負債比率（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股東貸款、融資租約承擔及可換股債券除以權
益總額計算）為0.���（�0��年：0.���）。

流動資產淨值為���,0��,000港元（�0��年：���,���,000港元）及流動資產為���,���,000港
元（�0��年：���,���,000港元）。流動負債為��,���,000港元（�0��年：���,0��,000港元），
即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0��年：�.��）。

於�0��年��月��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0��,000港元（�0��年：��,���,000港
元）。

借貸及銀行信貸

於�0��年��月��日，本集團的未償還借貸及可換股債券為���,���,000港元（�0��年：
���,0��,000港元）。

對沖

於�0��年��月��日，並無金融工具用作對沖（�0��年：無）。

集團資產抵押

於�0��年��月��日，本集團的借貸乃以賬面淨值為���,���,000港元（�0��年：���,0��,000
港元）的本集團土地使用權權益、賬面淨值為���,000港元（�0��年：�0�,000港元）的租賃
土地及樓宇以及賬面淨值為�,���,000港元（�0��年：�,���,000港元）的汽車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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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訴訟

除附註��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訴訟或仲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員工成本為��,0��,000港元（�0��年：��,���,000港元），減
幅達�.�%。本集團於�0��年年底僱用��名（�0��年：�0名）員工，當中��人屬電影菲林沖
印部門。僱員薪酬乃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花紅則酌情授出。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匯率波動風
險，但會密切監察市場，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調整及措施。

資本開支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000港元（�0��年：��,���,000
港元）。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年內本集團已訂立協議，以收購中國附屬公司餘下�.���%的權益，代價為�0,000,000港
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聯交所已對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舊守則」）作出多項修訂，而經修
訂之企業管治守則（「新守則」）已於�0��年�月�日全面生效。本公司已於�0��年�月�日至
�0��年�月��日止期間遵守舊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並於�0��年�月�日至�0��年��月
��日止期間遵守新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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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會同本公司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檢討本集團所採納
之會計政策及慣例及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並認為綜合業績已遵照適
用之會計標準、聯交所及法定要求，並經已作出足夠之披露。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鄧炳森先生、徐沛雄先生及朱濤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在財務事
項上擁有專業資格及經驗。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細全年業績

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上刊登。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向本集團盡忠職守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謝。此外，本人亦向本公
司各位股東及投資者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局命
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金磊

香港，�0��年�月��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局由六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金磊先生（主席）、羅琦女士（行
政總裁）、許偉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沛雄先生、鄧炳森先生及朱濤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