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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LIMITED

致大中華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列載於第5至26頁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大中

華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

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之報告必須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有關條文。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本核數師之審

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吾等雙方所協議之應聘條款，僅向 閣下

報告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結論。除此以外，本核數師之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

本核數師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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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

財務會計事項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之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

計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不能保證本核數師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之

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工作，本核數師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在不作出保留結論的情況下，本核數師謹請 閣下留意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其中

指出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產生淨虧損15,786,000港元

及 貴集團於該日的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超出73,364,000港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

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問。

恒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何伯達

執業證書編號：P05215

香港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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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6,809 36,795

銷售成本 (21,400) (33,029)    

毛利 5,409 3,76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2,311 407

銷售及分銷成本 (654) (106)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5,560) (15,911)

財務成本 6 (7,292) (8,169)    

期內虧損 8 (15,786) (20,013)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境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可能重新分類作損益） 2,478 1,079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3,308) (18,934)    

攤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5,746) (19,954)

非控股權益 (40) (59)    

(15,786) (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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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272) (18,877)

非控股權益 (36) (57)    

(13,308) (18,934)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10

－基本 (5.25) (6.65)    

－攤薄 (5.25) (6.65)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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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7,847 152,255

預付租賃款項 12 97,136 96,616

購置租賃土地的按金 13 36,602 35,988    

281,585 284,85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7,205 25,542

預付租賃款項 12 2,255 2,217

預付款項及按金 15 755 3,3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 106,608 44,90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34 8,046    

128,857 84,09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7 58 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 8,731 10,523

應付票據 – 87,967

銀行貸款 19 185,266 104,765

應付稅項 8,166 8,029    

202,221 211,375    

流動負債淨額 (73,364) (127,28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8,221 15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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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9 63,950 –    

144,271 157,5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 1,499 1,499

儲備 142,539 155,8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4,038 157,310

非控股權益 233 269    

權益總計 144,271 157,57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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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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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 379,281 32,103 (213,236) 199,647 356 200,003        

因換算境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 – 1,077 – 1,077 2 1,079
期內虧損 – – – (19,954) (19,954) (59) (20,013)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1,077 (19,954) (18,877) (57) (18,93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99 379,281 33,180 (233,190) 180,770 299 181,069
因換算境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 – 403 – 403 1 404
期內虧損 – – – (23,863) (23,863) (31) (23,89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403 (23,863) (23,460) (30) (23,49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99 379,281 33,583 (257,053) 157,310 269 157,579

因換算境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 – 2,474 – 2,474 4 2,478
期內虧損 – – – (15,746) (15,746) (40) (15,786)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2,474 (15,746) (13,272) (36) (13,308)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99 379,281 36,057 (272,799) 144,038 233 14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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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78,180) (84,921)   

投資活動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61,706) (62,22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423)

其他投資活動 458 40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1,248) (62,241)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貸款 235,726 218,996

償還銀行貸款 (94,197) (69,82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1,529 149,16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2,101 2,006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046 35,077

匯率變動的影響 1,887 (36)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34 3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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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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終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有鑒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虧損

約為15,786,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73,364,000港元，本公

司董事已評估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持續經營狀況。經考慮下列事項，本公司董事信納於可見

將來本集團將具備充裕財務資源應付其到期的財務責任：

(i)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具備由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工行上海分行」）提

供的未提取銀行信貸5,643,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500,000元）；

(ii) 本公司董事已與工行上海分行磋商而工行上海分行已初步同意向本集團發放新的銀

行信貸100,313,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80,000,000元），其中75,235,000港元將用於

全數清償應付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現有銀行貸款，以及餘額25,078,000港元將用作應

付本集團營運資金需要；

(iii) 最終控股公司及主要股東建領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持續的財務支持，上限

為48,000,000港元，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要；

(iv) 本集團擬出售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西城區新華里16號錦官苑一期2號樓

5樓501及508室的樓宇，其包括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租賃款項的賬面值分別

為2,197,000港元及13,91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經獨立評值

機構評估的市值約為21,150,000港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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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本集團繼續與中國太倉港口開發區及潛在買方磋商出售位於太倉市的一幅土地，以及

就收購中國太倉另一幅土地已付按金的退款（「該交易」），分別價值55,762,000港元及

36,602,000港元，目標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完成該交易。

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相

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

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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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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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1號及 

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

露：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的剝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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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新訂及經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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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以公平值計量指引的單一來源取代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現有

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括有關金融工具及非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的全面披露規

定。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金融工具須特別遵守若干披露規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不予追溯地採納新公平值計量規定。本集團已於附註22提供該等

披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就全面收益表及損益報表引入新名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

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損益報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可以單一報表或以兩個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的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在其他全面收益一節內作出額外披

露，將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b)其後可能會於

符合特定條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惟

有關修訂不會影響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無論為除稅前項目或除稅後項目）的選擇。該等

修訂已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已作出修改，以反映有關變動。

於本中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概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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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獲准發出日期以後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

性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第12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條（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條（修訂本） 非財務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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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潛在影響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告內披露。

3. 收入

收入指銷售貨品所得收入及倉庫存放收入。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分為工業用物業發展業務及貿易業務，亦即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公司決策者」）

呈報業務資料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編製基準。本集團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包括工

業用物業發展及一般貿易。

– 工業用物業發展分部指在中國太倉經營倉庫以及發展工業用物業。

– 一般貿易分部包括燃油、金屬材料及電子零件貿易。目前，本集團於中國境內從事一

般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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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工業用物業發展 一般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5,530 21,279 26,809    

分部業績 (10,216) (2,098) (12,314)   

未分配企業收入 –

未分配企業開支 (3,472) 

除稅前虧損 (15,786)

所得稅 – 

期內虧損 (1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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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工業用物業發展 一般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3,956 32,839 36,795    

分部業績 (9,426) (6,987) (16,413)   

未分配企業收入 4

未分配企業開支 (3,604) 

除稅前虧損 (20,013)

所得稅 – 

期內虧損 (20,013) 

上文所申報的分部收益均來自外來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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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與負債

以下是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工業用物業發展 一般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79,451 27,901 407,352

未分配銀行結餘及現金 2,356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 277

未分配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457 

綜合資產總額 410,442 

負債
分部負債 228,747 37,362 266,109

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 62 

綜合負債總額 2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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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工業用物業發展 一般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00,122 61,726 361,848

未分配銀行結餘及現金 6,167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 314

未分配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625 

綜合資產總額 368,954 

負債
分部負債 59,526 151,244 210,770

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 605 

綜合負債總額 211,375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283 –

利息收入 1,998 403

雜項收入 30 4   

2,31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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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 

其他借貸的利息 7,292 8,169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在香港營運的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產生稅項虧損，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由於所有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無賺取利潤，故此並無作出中國所得稅撥備。

8. 期內虧損

本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預付租賃款項的攤銷 1,118 1,107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4,393 5,20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575 3,700   

9. 股息

中期期間內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宣派任何股息。董事已決定不會就中期期間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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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 (15,746) (19,954)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普通股數目 299,847 299,847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潛在可攤薄普通

股，故該等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未予調整。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以約2,834,000港元出售賬面總值約為2,551,000港元的若干廠房及機

器，產生出售收益約2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此外，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動用約零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422,000港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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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租賃款項

本集團的預付租賃款項指就中國的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款項，並就租期按直線基準在簡明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損益扣除。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期初╱年初結餘 110,157 109,241

匯兌調整 1,879 916   

期末╱年末結餘 112,036 110,157   

累計攤銷
期初╱年初結餘 11,324 9,032

匯兌調整 203 80

期╱年內攤銷 1,118 2,212   

期末╱年末結餘 12,645 11,324   

賬面值
期末╱年末結餘 99,391 98,833   

就報告而言分析如下：

流動資產 2,255 2,217

非流動資產 97,136 96,616   

99,391 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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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購置租賃土地的按金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該金額指為本集團工業用發展項目而購置位於中國太倉的土地使

用權所付按金約36,60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5,988,000港

元）（於兩個期間均相當於人民幣29,190,000元）。由於若干環境問題，所購置的土地使用權

不能用作擬定土地用途。董事會認為，管理層正就按金退款與太倉港口開發區進行協商。根

據有關協商，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不會蒙受任何已付按金虧損。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該結餘包括應收賬款約1,2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330,000

港元）。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的賒賬期平均為90日。

以下乃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964 597

31至60日 319 372

61至90日 – 361

90日以上 – –   

1,283 1,330   

餘額包括其他應收款項約5,92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4,212,000港元），主要包括已付購買存貨退款及興建倉庫成本退款分別約2,652,000港元

及1,50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約為13,845,000港元及

6,1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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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付款項及按金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173 2,883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76)   

173 2,807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582 581   

預付款項及按金總額 755 3,388   

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已抵押銀行存款按3.08厘至4.25厘的固定年利率計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3.05厘至3.3厘）。已抵押銀行存款將於清償相關短期銀行借款時獲解除。

17. 應付賬款

若干貨品的購貨平均信貸期為三個月。

下列為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 –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90日以上 58 91   

5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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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費用 1,689 2,165

已收取按金 7,022 6,904

其他應付款項 20 1,454   

8,731 10,523   

19. 銀行貸款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於下列期間償還的銀行貸款賬面值：

一年內 185,266 104,765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30,094 –

兩年以上五年以內 33,856 –

五年以上 – –   

249,216 104,76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償還約94,197,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75,725,000元）的銀行貸款及籌集短期銀行借款約235,726,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89,500,000元）。全部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為單位，並透過抵押賬面總值約為145,111,000港

元的倉庫、賬面總值約為85,478,000港元的預付租賃款項及約106,608,000港元的銀行存款

而獲得。該等貸款以5.60厘至8.20厘的固定年利率為實際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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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股本

股份數目 面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21,978,000 2,109,890   

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優先股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2,000 11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99,847 1,499   

21. 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購置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 

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承擔 2,861 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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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平值計量

本公司董事認為，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與彼等的公平

值相若。

23. 有關連人士披露

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的薪酬約為1,95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1,7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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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6,80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6,795,000港元），其中包括一般貿易分部之收入21,27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839,000港元）及工業用物業發展分部之收入5,53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56,000港元）。

鑒於中國市場增長緩慢，原材料（例如燃油、金屬物料、電子零件等等）需求持續下跌，

導致貿易收益減少11,560,000港元。管理層致力降低貿易整體成本，故此，分部虧損出

現輕微改善，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987,000港元改善至本期間的

2,098,000港元。

對於工業用物業發展分部，於本期間，收益及分部業績維持穩定，且並無重大變動。分部

收益及分部虧損分別為5,5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56,000

港元）及10,21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2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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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0.6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40），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則為1.73（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資本負債

比率乃以借貸總額249,21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732,000港元）

及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144,03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7,310,000港

元）計算。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購置及興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為2,861,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13,000港元）。

本集團預期不會面對重大匯兌風險，原因是其手持現金、借貸、收入及開支均以港元及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分別85,47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038,000港元）及145,11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9,362,000港元）

之預付租賃款項及倉庫已抵押予銀行，以獲銀行批授銀行貸款予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已抵押銀行存款106,608,000港元，以取得授予本

集團之若干銀行貸款（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902,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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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40名員工，並參照各員工之資歷和經驗及根據

現時行業慣例釐定薪酬。除薪酬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積金供款、酌定花紅計劃及購

股權計劃。

展望

管理層繼續積極就出售由本集團擁有位於中國江蘇省太倉市佔地總地盤面積約200,000

平方米的一幅土地進行磋商，目標於盡快可行時間達成正式協議。可能進行出售的所得

款項（倘完成）將用作減少本集團的現有銀行借貸，以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

就一般貿易分部而言，因應目前經濟狀況及微薄利潤，本集團正縮小經營規模。

工業用物業發展分部維持穩定，管理層正專注於向現有客戶介紹其他服務，以拓展收入

來源，並進一步改善盈利能力。

總括而言，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機會增加收入來源及降低整體成本。同時，董事會將探索

對本集團可行且適合的不同投資機會，以提高整體股東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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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本或債務證券及相關股份中擁有(a)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c)根據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與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好倉

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馬曉玲小姐 

（「馬小姐」）

公司權益（附註） 120,212,256 40.09%

附註： 馬小姐為Keenlead Holdings Limited（建領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

其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本公司120,212,256股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股本或債務證券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或淡倉而(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董事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

及淡倉）；或(b)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該條所指之登記冊；或(c)須根據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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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董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之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執

行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於回顧期內，概無未行使購股權，亦無授出或行使購股權。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股東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

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入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而該股東乃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投票

權可在一切情況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姓名╱名稱 附註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Keenlead Holdings Limited 

（建領控股有限公司）

1 120,212,256 40.09%

馬小姐 1 120,212,256 40.09%

附註：

1. Keenlead Holdings Limited（建領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馬小姐全資實益擁

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其他股東於本公司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

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投票權可在一切情況下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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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集團一直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以保證本公司管理層之操守及保障其股東之權

益。本公司深知透明度及問責性對股東之重要性。董事會相信，股東可以從良好企業管

治中獲得最大利益。

期內，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 守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該分開及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馬小姐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

司管理層間的權力及權責平衡。權力及權責平衡乃通過董事會運作得到保證，董

事會由富經驗及能幹的人士組成，並會定期開會討論影響本公司營運的問題。董

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利於強勢及貫注的領導，讓本集團可適時有效作出及落實決

定。董事會對馬小姐完全信任，並相信由其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對本公司

業務前景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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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任期及須膺選連任。

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而是根據本公司的公司

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

— 守則第A.5條訂明，提名委員會應予成立，以就董事委任及重新委任向董事會作

出建議。

董事會作為整體負責委任其本身成員。董事會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且鑒於董事

會規模較小，故並未考慮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主席負責物色適當人選，並向

董事會建議合資格人選以供考慮。董事會將審閱主席所建議的人選，並就董事的

委任、重選及退任作出建議。候選人根據彼等能為本公司作出貢獻的技能、勝任

程度及經驗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本公司曾就董事有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向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均有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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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履行審閱及監察本公司財務申報及內部

控制之職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

由本公司核數師恒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程萬琦先生（「程先生」）、林瑞民先生（「林先生」）

及舒華東先生（「舒先生」）。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已設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現由執行董事馬小姐及陳兆敏小姐、非執行董事

陳思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程先生、林先生及舒先生組成，負責就本公司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成員之薪酬政策及綱領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以及負責不時參考本公司之目

標檢討及釐定全體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之薪酬。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對本集團一直竭誠奉獻、忠誠正直。

本人亦對各股東、客戶、銀行及其他業務夥伴對本集團之信任和支持表示謝意。

承董事會命

大中華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曉玲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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