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O HAIJ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5)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止止止止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佈佈佈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之特色之特色之特色 

 

創業創業創業創業板的定位板的定位板的定位板的定位，，，，乃為相比乃為相比乃為相比乃為相比起在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起在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起在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起在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市的市場市的市場市的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作出投資決定作出投資決定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人士投資人士投資人士投資人士。。。。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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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劵上巿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 的「最新 

公 司 公 告 」 網 頁 、 在 聯 交 所 網 站 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最 新 上 市 

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sinohaijing.com。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3  514,262514,262514,262514,262     374,581 

        銷售成本  (420,918)(420,918)(420,918)(420,918)     (311,169)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93,393,393,393,344444444     63,412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5  6,8576,8576,8576,857     3,942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9,578)(49,578)(49,578)(49,578)     (39,853)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50,62350,62350,62350,623     27,501 

        融資成本 6(a)  (7,139(7,139(7,139(7,139))))     (5,570)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  43,48443,48443,48443,484     21,931 

        所得稅開支 7  (10,594)(10,594)(10,594)(10,594)     (5,955) 

        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     32,89032,89032,89032,890     15,976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9,9449,9449,9449,944     (17)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年度全面收益總額年度全面收益總額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2,83442,83442,83442,834     15,959 

        
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30,82830,82830,82830,828     14,602 

非控股權益  2,0622,0622,0622,062     1,374 

          32,89032,89032,89032,890     15,976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應佔全面收益總額應佔全面收益總額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40,15740,15740,15740,157     14,585 

非控股權益  2,6772,6772,6772,677     1,374 

        
  42,83442,83442,83442,834     15,959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9        

-  基本  6.6.6.6.2222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港仙 

     
-  攤薄   6.6.6.6.1111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港仙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零年年年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1111118,8328,8328,8328,832     117,051  116,015 

土地租賃溢價  22225,3745,3745,3745,374     24,991  22,272 

商譽  70,18670,18670,18670,186     67,717  67,723 

     222214,39214,39214,39214,392     209,759  206,010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38383838     50  - 

存貨  11116,7886,7886,7886,788     12,750  18,318 

土地租賃溢價  555551515151     590  51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30,193230,193230,193230,193      186,440  177,3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95,92395,92395,92395,923     15,365  5,254 

     343,493343,493343,493343,493     215,195  201,420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1111114,8554,8554,8554,855     110,604  110,622 

銀行及其他借貸  87,52787,52787,52787,527      67,328  67,929 

應付即期稅項  2,1312,1312,1312,131     1,988  1,905 

   204,513204,513204,513204,513     179,920  180,45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38,980138,980138,980138,980     35,275  20,9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3,372353,372353,372353,372     245,034  226,974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182,7182,7182,718     3,254  2,749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50,654350,654350,654350,654     241,780  224,225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24230,24230,24230,242     24,219  24,219 

儲備  304,043304,043304,043304,043     202,068  185,88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34,285334,285334,285334,285     226,287  210,106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1116,3696,3696,3696,369     15,493  14,119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50,654350,654350,654350,654     241,780  224,225 

             
    

 



 

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之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綜合財

務報表亦符合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零九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

與本集團相關且自本年度起生效之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本集團所採

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要載列如下。 

 

香港－詮釋第 5 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方對載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本詮釋規定，如定期貸款（即須於指定期間（通常超過一年）內按指定日期或分期償還之

貸款）於其年期內訂有按要求償還條款（即給予貸款方凌駕性權利，可於無通知或通知期

少於 12 個月之情況下全權酌情要求償還之條款），則貸款須由借款方於財務狀況表內分類

為流動負債。同樣地，該定期貸款項下之應付款項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

工具：披露」之披露規定於合約到期日分析中按最早時限期間分類。採納本詮釋已致使本

集團及本公司分別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之計息銀行借貸 3,767,000 港元、2,467,000 港元及零港元由非流動負債重新

分類至流動負債，並就相關披露相應作出必要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該項經修訂準則規定一間附屬公司在其控制權仍屬集團所有時，其擁有權權益之變動將確

認為股權交易。此外，該準則亦規定倘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於前附屬公司所保

留之任何權益將按公平值重新計量，所產生之盈虧則於損益中確認。該項原則亦透過香港

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其後修訂擴展至出售聯營公司之情況。採納該

項經修訂準則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本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中有關租賃土地之分類已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

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

修訂本已免除有關規定。該修訂本規定租賃土地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一般原則

分類，即視乎租賃資產擁有權所附帶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讓予承租人。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按有關租賃開始時存在之資料，重新

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屆滿之租賃土地分類。概無租賃土地符合融資租賃分類，

故並無將土地租賃溢價追溯重新分類至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    

 

於授權刊行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惟於本

年度尚未生效之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之修訂

本（經修訂）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比較資料

獲得之有限豁免[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之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

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之改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本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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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5]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營業額指銷售包裝物料，已扣除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並於扣除所有退貨和貿易折扣後呈列。 

 

 

4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呈報呈報呈報呈報 

 

 a) 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包裝物料。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其綜合財務資料，以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分配決策。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類，及並無呈列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b) 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地點劃分。事實上，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分析。  c)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於中國之唯一經營活動銷售包裝物料之收入總額逾 10%，詳情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51515154444,122,122,122,122     151,046  客戶乙 80,22680,22680,22680,226     72,424  客戶丙 67,81367,81367,81367,813     -           302,161302,161302,161302,161     223,470          
 

 

 

 

 

 

 

 

 

 

 

 



 

5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200200200200     220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政府撥款 3,0563,0563,0563,056     1,383 銷售原料及廢品 1,1891,1891,1891,189     1,105 銷售蒸汽 756756756756     522 供應商支付之補償金 760760760760     412 銷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749749749749     (7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39139139139     (65) 雜項收入 8888     437  6,6576,6576,6576,657     3,722          6,8576,8576,8576,857     3,942 
    

6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經扣除以下項目後列賬: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7,1397,1397,1397,139     5,570 
         
b) 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1,40631,40631,40631,406     29,274 
 以股本結算股份為基礎之支款開支  843843843843     1,59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222,,,,480480480480     1,113 
         
   33334,4,4,4,727272729999     31,983 
         
c)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土地租賃溢價之攤銷  555578787878     27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1119,4819,4819,4819,481     17,144 

 廠房及機器之減值虧損  ----     572 
 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     161 
 核數師酬金  555550505050     595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費用  5,5,5,5,665665665665     5,401 
 存貨成本  420,918420,918420,918420,918     311,169 
         



 

 

7 稅稅稅稅項項項項 

 由於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中國之經營所得稅撥備乃以現行有關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礎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照適用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0,95810,95810,95810,958     5,45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75275275275     -        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    (639)(639)(639)(639)     505        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    10,59410,59410,59410,594     5,955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4港仙（二零零九年：無） 20,31820,31820,31820,318     -        
 

 

 

 

 

 

 

 

 

 

 

 

 

 

 

 

 

 

 

 

 

 

 



 

9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0,82830,82830,82830,828     14,602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242,190242,190242,190242,190     242,190 股份分拆之影響 242,190242,190242,190242,190     242,190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5,6045,6045,6045,604     - 配售新股份之影響    3,9813,9813,9813,981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3,965493,965493,965493,965     484,38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視作發行股份 12,26012,26012,26012,260     24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06,225506,225506,225506,225     484,622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  基本 6.26.26.26.2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港仙     -  攤薄 6.16.16.16.1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港仙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來自第三方  111191919191,,,,467467467467     125125125125,,,,598598598598    來自非控股權益  20,61020,61020,61020,610     17,11217,11217,11217,112      212,077212,077212,077212,077     142,142,142,142,710710710710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16(16(16(167777))))     (161)(161)(161)(161)      211,910211,910211,910211,910     142,549142,549142,549142,549    其他應收款  2,2272,2272,2272,227     1111,,,,443443443443    預付款項及按金     16,05616,05616,05616,056     42,44842,44842,44842,448                       230,193230,193230,193230,193     186,440186,440186,440186,44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01,340201,340201,340201,340     118,091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10,02810,02810,02810,028     24,334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202202202202     80 一年以上  507507507507     205           212,077212,077212,077212,077     142,710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16(16(16(167777))))     (161)           211,910211,910211,910211,910     142,549       本集團之客戶獲授之一般信貸期介乎60至90日（二零零九年：60至90日）。應收貿易賬款撥備以備抵賬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有關款項之機會甚微，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將直接從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53,043  44,661 應付票據  51,801  47,947 

     
  104,844  92,60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5  82 應付若干附屬公司前任股東款項  -  10,015 其他應付款項  9,926  7,899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負債  114,855  110,604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73,351  56,047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29,131  33,819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1,282  1,547 一年以上  1,080  1,195 

     
  104,844  92,608 

     

a) 約 5,07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481,000 港元）之應付貿易賬款乃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周鵬飛先生（「周先生」）提供擔保。 

 

b)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免息、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該關連公司由周先生控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回顧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14,26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約374,580,000港元增加

37.29%。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30,83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約14,600,000港元增加111.12%。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在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受惠國家推出「家電下鄉」、「家電以舊換新」、「能效產品補貼」等政

策刺激，大力拉動家電市場需求，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 30,830,000 港元，較二零零九年約

14,600,000 港元，業績有大幅改善。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致力開源節流。本集團除了鞏固現有客戶的業務外，還積極拓展新客戶

及新市場。而在二零一零年的燃料、電力、人工、原料及輔料成本持續上升，為本集團營運

成本帶來壓力，促使本集團竭力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透過生產技術的改進、持續加

強內部管理、精簡及改善工作流程，以提高整體生產效益及經營水準。 

 

在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成功的獲國際安全運輸協會（ISTA）的認證，代表

該附屬公司的實驗室所做出的檢測結果符合 ISTA 的試驗標準，可以贏得全球認同的信

譽度，為本集團物流運輸包裝方案及汽車包裝業務奠定良好基礎。 

 

在資金管理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成功進行了一次配股，集資淨額約 82,360,000

港元，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在更趨穩健，業務發展可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增強了把握未來市

場機遇的能力。 

 

屢獲殊榮屢獲殊榮屢獲殊榮屢獲殊榮 

 

本集團的各附屬公司於年內榮獲多個地方政府及業務夥伴頒贈獎項，表揚成就，其中包括： 

 

�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2009 年度優秀外商投資企業」 

�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2009 年度履行社會責任貢獻突出外商投資企業」 

� 青島市黃島區委薛家島街道工作委員會「2010 年度優秀企業經理」 

� 安徽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2009 年度安外商投資優秀企業」 

� 安徽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2009 年度外商投資優秀企業家」 

� 合肥市美的集團「2010 年度美的冰箱事業部優秀供應商」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本集團正積極考慮申請本公司的股份由聯交所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因本集團相信本公司的

股份在主板上市將會提升本集團之形象及提高本公司股份之買賣流通量。 

 

 

 

 

 

 

 



 

在二零一一年「家電下鄉」、「能效產品補貼」等擴大內需的刺激政策得以延續，「家電以舊換

新」政策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推廣，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環境，本集團對二

零一一年經營審慎樂觀。本集團二零一一年的核心策略是「擴充產能、優化產品結構、拓展

新業務、加強內部管理及團隊建設」： 

 

擴充產能擴充產能擴充產能擴充產能 

 

為配合業務的持續發展，本集團正積極考慮在青島興建新廠房及擴充產能，本集團相信在青

島興建新廠房，可為位於青島市的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及提升本集團未來的利潤。 

 

優化產品結構優化產品結構優化產品結構優化產品結構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家電包裝的業務外，還會持續優化產品結構，提升銷售價值及盈利水

平。 

 

拓展新業務拓展新業務拓展新業務拓展新業務 

 

本集團除了鞏固現有家電包裝業務外，現正拓展的汽車包裝業務已初見成效，本集團的一間

附屬公司成功的獲國際安全運輸協會（ISTA）的認證，代表該附屬公司的實驗室所做出的

檢測結果符合 ISTA 的試驗標準，可以贏得全球認同的信譽度，為本集團的汽車包裝業務

奠定良好基礎。 

 

本集團的目標是從家電包裝產品的製造商，提升為可以為客戶提供優質整體包裝解決方案的

服務商，進一步提升集團的綜合競爭力、客戶基礎及盈利空間。 

 

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 

 

本集團會持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內部監控制度，使企業持續、穩定及健康地發

展。 

 

本集團會持續精簡及改善工作流程，令營運更加流暢。本集團透過定期召開內部會議，加強

溝通，促進各附屬公司市場訊息及生產技術交流，使各部門互相補足，各取所長，提升企業

整體的經營效益。 

 

本集團將加大企業生產技術管理、設備管理以及模具管理，提升企業生產效率以及產品品質，

以達到提升整體生產效益和增加企業盈利。 

 

 

 

 

 



 

團團團團隊建設隊建設隊建設隊建設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深信擁有優秀人力資源，才能提高本集團整體競

爭力及凝聚力。本集團透過購股權計劃及通過完善獎勵花紅計劃，並持續為員工進行培訓及

提供公平公正的晉升機會，為員工構建事業發展的平台，提升管理人員素質和員工操作技能，

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培育及儲備優秀人才。 

 

流動資金及財流動資金及財流動資金及財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務資源務資源務資源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流 動 資 產 約 為 343,490,000 港 元 ( 二 零 零 九 年 : 

215,200,000港元)，當中約95,52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5,370,000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本

集團流動負債約為204,51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79,920,000港元(經重列))主要包括應付貿易

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銀行及其他借貸。經計及本集團現時之財務資源後，其具備充裕資金

應付其持續業務及發展所需。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

承擔2,5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 77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 78,060,000港元的資產(二零零九年: 

83,630,000港元) 作為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的擔保。 

 

員工資料員工資料員工資料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412人(二零零九年:917人)。本集團按員工

表現、經驗及業界慣例釐定員工薪金。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間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加以劃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周鵬飛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本公司之業務規模及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乃交

由高級行政人員及部門主管負責，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會使董

事會與公司管理層權力及職權失衡。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間內一直遵守公司管治常規守則所載規定。 

    

    



 

競爭權益競爭權益競爭權益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或彼

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現時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之買賣規定標準（「買賣規定標準」）。 

 

於諮詢本公司全體董事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間，彼等

一直遵守該買賣規定標準。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表事容宜進行磋商。其中包括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財

務資料。 

    

瑪澤瑪澤瑪澤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佈所載數字，已獲本集團核

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瑪澤」）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年內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草稿所列數額。瑪澤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

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業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瑪澤並

未就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周鵬飛先生(執行董事)，王誼先生(執行董事)，惠紅燕女士(執

行董事)，鄧闖平先生(執行董事) ，藍裕平先生(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冼家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陳鴻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