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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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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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2）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其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
績，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459,459		 ���,���

銷售成本 	 (326,391	)	 (���,��� ) 	 		

毛利 	 133,068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045		 9�,��9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13	)	 (�0,��� )
行政開支 	 (98,752	)	 (�0�,��� )
其他開支 	 (72,561	)	 (��,��� )
融資成本 � 	 (8,692	)	 (��,90�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70,881		 –
重估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淨額 	 4,581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55,227	)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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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 	 91,630		 ���,���

稅項 � 	 (11,480	)	 (��,9�� ) 	 		

本年度溢利 	 80,150		 9�,���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55,409		 9�,0�9
 少數股東權益  24,741		 ��� 	 		

  80,150		 9�,��� 	 		

股息	 �
 中期  –		 �0,��9
 擬派末期  11,329		 �,��� 	 		

  11,329  ��,���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重列）
 基本  16.70港仙  ��.��港仙 	 		

 攤薄  16.70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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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49	 ��0,���
預付土地租金 	 3,171	 ���,90�
投資物業 	 536,136	 ���,�99
商譽 	 1,376	 �,��0
聯營公司權益 	 216,625	 �0�,���
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 	 4,114	 �,9��
其他無形資產 	 18,180	 ��,��0
應收貸款 	 281,241	 ��,9�9
已付租金按金 	 11,737	 �,�9�
收購投資物業及聯營公司之按金 	 –	 ��,���
遞延稅項資產 	 555	 �,��� 	 		

總非流動資產 	 1,089,984	 �,�9�,���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262,272	 ��,���
發展中物業 	 –	 ���,�0�
應收賬款 �0 	 4,498	 �,�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720	 ��,�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0,424	 ��,���
可收回稅項 	 107	 ���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483,707	 ��0,��9 	 		

總流動資產 	 817,728	 ��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8,076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542	 ���,���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73,359	 �0,0��
衍生金融工具 	 –	 �,���
計息銀行貸款 	 121,948	 ���,���
繁重合約撥備 	 1,960	 �,�90
應付稅項 	 6,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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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流動負債 	 241,949	 ���,0�� 	 		

流動資產淨值 	 575,779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65,763	 �,��9,9�9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310,137	 �99,���
繁重合約撥備 	 250	 �,9�0
遞延稅項負債 	 3,196	 �,��� 	 		

總非流動負債 	 313,583	 �09,�0� 	 		

資產淨值 	 1,352,180	 �,��0,���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776	 ��,0��
儲備 	 1,336,678	 �,���,��0
擬派末期股息 	 11,329	 �,��� 	 		

  1,351,783	 �,���,��9 	 		

少數股東權益 	 397	 ��,��� 	 		

總權益 	 1,352,1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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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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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衍生性金融
工具及若干股票投資乃按公平值計算。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註明者
外，所有數值均計至千位數。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報表。並對可能存在之不同會計政策作出相應調整。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購入日
期（即本集團獲取控制權之日）開始作綜合計算，並繼續綜合入賬直至失去有關控制權之日
為止。共同控制實體之資產、負債及收支按本集團受及獲得共同控制之日起按比例綜合計
算，並繼續綜合入賬直至失去有關共同控制權之日為止。因本集團內各公司間之交易及結
餘導致之所有收入、開支及未變現損益均在綜合計算賬目時全數對銷。

年內收購附屬公司已按購買會計法處理。該方法涉及把業務合併成本分配至所購入之可識
別資產及於收購日所承擔之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值。收購成本乃按交換日期所給予之資
產價值、所發行之股本工具及所引致或承擔之負債之公平值之總和，加收購之直接成本。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在本公司附屬公司之業績及資產淨值中擁有而非由本集團持有之
權益。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採納該等新
詮釋及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及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披露－金融資產重新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服務讓步安排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設定受益資產之限制、
 委員會）－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需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



- � -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
具：披露－金融資產重新分類」之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之修訂允許實體在符合特定標準之條件下，將分類為持作買賣
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類別重新分類，惟經實體於初步確認時指定
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除外，該金融資產不再持有以供短期出售或回購。

 一項符合貸款及應收款項定義之債務工具（倘於初步確認時未被要求分類為持作買
賣），可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類別或（倘未被指定為可供出售）可供出售類別重新分
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類別，前提是該實體有意圖及能力在可預見之未來持有該資產或
將該資產持至到期。

 在極少數情況下，未被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可從持作買賣類別轉撥至可
供出售類別或持至到期類別（僅適用於債務工具），前提是該項金融資產不再持有以供
短期出售或回購。

 金融資產須按其重新分類日期之公平值進行重新分類，且金融資產於重新分類日期之
公平值將成為其新成本或攤銷成本（倘適用）。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要求
對按上述情形重新分類之任何金融資產作出廣泛披露。該等修訂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
日起生效。

由於本集團並未對其任何金融工具進行重新分類，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經
營業績並無影響。

(b)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服務讓步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適用於服務讓步經營者，並解釋如何將
服務讓步安排下所承擔之責任及所獲取之權利入賬處理。由於概無本集團成員公司為
經營者，故該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設定受益資產
之限制、最低資金需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提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僱員
福利」如何評估有關界定福利計劃（包括存在最低撥款規定時），未來供款之退款或扣
減款額可確認為資產之限額。由於本集團並無界定福利計劃，故該詮釋對該等財務報
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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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
  獨立財務報表－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
  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披露－改善金融工具之披露」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可沽
  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  「重新評估內置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  第�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內置衍生
  工具」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忠誠計劃�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就建造房地產之協議�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對海外業務之淨投資進行對沖�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從客戶轉讓資產�

 委員會）－詮釋第��號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當中載列多項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主要目的為剔除異處及澄清文句。除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外，其他修訂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各項準則均備有個別過渡性條文。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其後完結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之資產轉讓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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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正在評估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
認為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可能導致新訂或經修訂披露，
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則可能導致會計政
策之變動，而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類資料之收入
及溢利╱（企業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商舖及停車場	 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買賣農副產品	 企業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129,630  ���,���  13,421  ��,0�9  168,335  ���,���  13,378  ��,�9�  48,639  ��,�9�  86,004  ��,�0�  52  �,9��  –  –  459,459  ���,���

 分類業務之間
  之銷售 –  –  –  –  –  –  240  ��0  –  –  –  –  10,745  �9,���  (10,985	) (�9,9�� )  –  –

 出售附屬公司
  之收益 15,661	 –  –	 –  –	 –  –	 –  155,220	 –  –  –  –	 –  –	 –  170,881	 –

 出售土地使用權
  之收益 –  ��,9�9  –  –  –  –  –  –  –  –  –  –  –  –  –  –  –  ��.9�9

 投資物業公平值
  收益╱（虧損） –		 – 	 (58,601	)	 9,��� 	 2,040		 �,90� 	 –		 – 	 61,142		 (�� )	 –  –  –		 –		 –		 –		 4,581		 ��,���

 其他收入 8  �  2,218  ��  3,098  �,���  385  ���  5,607  �,���  1  ���  7,746  ��,��9  (1,213	) (�,��� ) 17,850  ��,9�0                                   

合計 145,299  ���,���  (42,962	) �0,���  173,473  ���,�09  14,003  ��,���  270,608  �9,���  86,005  ��,���  18,543  �0,9�0  (12,198	) (��,��� ) 652,771  ���,���
                                   

分類業績 27,404  ���,���  (44,969	) ��,���  29,525  ��,0��  3,650  �,���  223,756  (��� ) (1,936	) ���  (81,054	) (�0,��� ) (6,022	) (�,9�� ) 150,354  99,��0
                               

利息收入                                 5,195	 �0,��0

融資成本                                 (8,692	) (��,90� )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及虧損                                 (55,227	) ��,���                                   

除稅前溢利                                 91,630	 ���,���                                   

稅項                                 (11,480	) (��,9�� )                                   

本年溢利                                 80,1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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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商舖及停車場	 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買賣農副產品	 企業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720,229  ���,���  750,436  ���,���  223,495  �9�,�0�  43,429  ��,0��  33,384  ���,0��  6,809		 �,�90 	 3,234,582  �,���,���  (3,321,832	) (�,���,��� ) 1,690,532  �,���,�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  –  –  –  –  –  –		 – 	 216,625  �0�,���  –  –  216,625  �0�,���

遞延稅項資產 –  �,0��  190  ���  365  �,0��  –  –  –  –  –		 – 	 –  –  –  –  555  �,���                                   

資產總值                                 1,907,712  �,0��,9��
                                   

分類負債 718,425  ��0,���  652,038  �9�,���  203,101  �9�,���  7,690  ��,0�0  76,819  ���,���  8,872		 �,��� 	 1,769,074  �,���,00�  (3,321,832	) (�,���,��� ) 114,187  �09,0��

計息銀行貸款 –  ��0,��0  166,610  9�,90�  –  –  –  –  –  �9,��9  –		 – 	 265,475  ���,��0  –	 –  432,085  ���,���

應付稅項 715  9,���  59  9�9  1,818  ��9  80  ��0  185  �,0�9  79		 �0� 	 3,128  ��,���  –	 –  6,064  ��,���

遞延稅項負債 –  –  2,472  �,�9�  408  –  –  –  –  –  –		 – 	 316  ��  –	 –  3,196  �,���                                   

負債總額                                 555,532  �9�,��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294  �9�  9  ��  5,687  �,���  8  ��  7,198  �,��9  47	 � 	 773  ��0  –  –  15,016  ��,0��

 於收益表中

  確認之減值

  虧損 –  ��,9��  –  –  458  –  –  �0  –  –  –		 –		 –  �,���  –  –  458  ��,���

 資本開支 589  ���,���  71,045  ���,���  1,731  ��,�0�  –  –  84,800  ��0,���  1		 ���		 171  �,�9�  –  –  158,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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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下表呈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地區分類之收入
及若干資產及開支資料。

	 香港	 中國大陸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17,753  ���,���  41,706  ��,0�9  –  –  459,459  ���,���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5,030,960  �,�0�,���  198,584  ���,���  (3,321,832	) (�,���,��� ) 1,907,712  �,0��,9��
 資本開支 73,004  ���,���  85,333  �9�,��0  –  –  158,337  ���,���
               

4.	 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收及應收之分租及管理費收入; 售出貨品之發票值並扣除退
貨及貿易折扣後淨額; 已提供服務之發票值; 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之總租金收入及年內出售
物業之所得款項。

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租收入  165,646	 ���,0��
物業管理費收入  16,591	 ��,�09
銷售貨品  86,004	 ��,�0�
提供服務  52	 �,���
租金總收入  61,536	 ��,���
出售物業  129,630	 ���,�9�    

  459,459	 ���,��� 	 		

5.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利息  –		 �,���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13,134		 ��,�90    

利息總額  13,134		 ��,���
減：資本化利息  (4,442	)	 (�0,��� )    

  8,69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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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200		 �,�00
出售存貨成本  86,401		 ��,���
提供服務成本  151,413		 ��0,9��
出售物業成本  88,577		 ���,���
折舊  7,797		 �,�90
減：政府資助  (302	)	 (��0 )    

  7,495		 �,��0    

土地及樓宇按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99,008		 9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159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060		 �,0�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68,192 	 ��,�9�
  退休金計劃供款  1,528		 �,99�
  以股本支付之購股權開支  225		 ��
  減：資本化金額  –	 (�,��� )    

  69,945		 ��,9��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9,208		 �,���
 衍生金融工具*  (2,338	)	 �,���
向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支付之補償*  –	 9,9��
商譽減值*  –		 ��,���
土地使用權減值*  –		 9,�00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3,956		 –
出售部分╱視為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31,764		 �,���
繁重合約撥備╱（撥回）淨額  (1,440	)	 �,���
租金收入淨額  53,186		 ��,��� 	 		

* 開支計入綜合收益表「其他開支」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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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二零零八年：��.�%）作
出撥備。中國內地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中國內地現行之稅率，並根據其現有法例、詮
釋及慣例而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稅項－香港
  年內稅項開支  5,658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1,195	)	 (�,�9� )  		

  (5,537	)	 ��,���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稅項開支  3,375		 �,0��
 遞延  13,642		 �,���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11,480		 ��,9�� 	 		

8.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無（二零零八年：每股普通股�.00港仙）  –		 �0,��9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0.�0港仙
 （二零零八年：�.�0港仙）  11,329		 �,��� 	 		

  11,329		 ��,���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有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上年度之每股普通股股息金額已予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合併。



- �� -

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經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合併）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年內應佔溢利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可換
股債券（如適用）之利息。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年內已
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被視為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時以零代價發
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調整以反映年內之股份合併）計算。

10.	 應收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百分比

90日內 4,279  90	 �,9��  9�
9�日至��0日 251  5	 ���  �
��0日以上 239  5	 ��  �       

 4,769  100	 �,��9  �00
        

減：減值撥備 (271	)   (�� )     

 4,498  	 �,�0�
      

本集團一般就其分租業務給予客戶��-�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就其他業務不會給予客戶任何
信貸。

本集團尋求就其尚未收取之應收賬款維持嚴格控制，並設立信貸監控部門將風險減至最
低。到期餘款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視。鑑於上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
關，故信貸風險並無特別集中。應收賬款為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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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8,076		 ��,���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而平均信貸期為�0日。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為
��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900,000港元）及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約9�,�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
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港仙（經調
整））。待股東在即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
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星期五）或之前派付。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0港仙（經調整）），截至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普通股0.�港仙（二零零八年：�.�港仙（經調
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起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止
（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享
有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務請所有股東最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將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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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9,�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約���,900,000港元），減少約為��,�00,000港元。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約為��,�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約9�,�00,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五月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位元堂控股」）進行先舊後新配售
而產生視為本集團出售位元堂控股權益之虧損、分佔位元堂控股虧損及金融資產公平值
變動所致，並因出售兩項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之收益而獲部分抵銷。

物業發展

於財政年內大部分期間，物業市場（尤其是住宅市場）成交持續淡靜。該部分之營業額約
為��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00,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分階段推售位於沙田嶺路之「戈林」豪宅項目單位。於本公佈日期，共出售
六幢洋房，其中兩幢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出售，餘下三幢亦已於年結後
完成出售，及另一幢之出售將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完成。鑒於自二零零九年第一季起物業
市場逐步回升，本集團將考慮於下半年重新推出餘下之「戈林」洋房。

本集團亦銳意於合適之商機出現時補充其發展土地儲備。

物業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持有由商舖及住宅物業組成之投資物業組
合，賬面淨值約達���,�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9,900,000港元）。年內，本集團投
資約為��9,�00,000港元購入位於香港之商舖及住宅物業。本集團旗下物業組合將為年度
帶來總租金收入逾��,000,000港元。本集團預期，持續投資商舖及住宅物業不但可為本集
團提供穩定租金收入，長遠亦可取得資本增值。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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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街市管理及分租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部分之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約���,�00,000港元），增加約為�0,�00,000港元。該部分收入穩定，繼續為本集團主
要業務部分之一。年內，本集團投得管理香港將軍澳彩明及翠林中式街市之新合約。年
結日後，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及七月進一步投得管理亦位於香港將軍澳之景林及寶
琳兩項中式街市之合約。本集團現為香港最大單一之中式街市經營商，管理合共��個中
式街市總面積超過�00,000平方呎約�,�00個舖位之組合。

本集團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多個區域管理��個「惠民」品牌之中式街市，合
共超過�,�00個舖位，總面積超過��0,000平方呎。

鑑於本集團在中式街市管理及營運方面累積逾��年之領先市場經驗，本集團將致力尋求
在香港及中國兩地管理中式街市之商機。

買賣農副產品

年內，來自買賣農副產品之收入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00,000港元），
增加��,�00,000港元。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去年本集團業績只反映了三個月此項業務
之業績，本年度則計入此項新業務之全年貢獻所致。經營農副產品批發及零售不但為中
式街市之管理層直接提供有關資料，亦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貢獻。

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部分之營業額增至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00,000港元。營業額改善主要是由於營運徐州
市場取得驕人增長及全年貢獻所致。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本集團出售所持玉林及徐州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全部權益，總代價為
��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常州農副產品批發市場�0%權益。目前工程仍
在進行中，預期該項目第一期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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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位於香港粉嶺之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理想。由於該市場為香港三大買賣農產品批
發市場之一，該部分將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此外，本集團亦正積極採取措施，
提高粉嶺市場的效率及使用率。

製藥及保健產品相關業務之投資

該部分由於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擁有��.��%權益之聯營公司位元堂控股經營，截至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增至約�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000,000港
元）。

基於重估位元堂控股所持可換股票據之內在價值及分佔位元堂控股聯營公司利來控
股有限公司之虧損，位元堂控股錄得虧損約為���,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溢利約
��,�00,000港元），導致本集團分佔位元堂控股虧損約為��,900,000港元。

隨著全球公眾對健康日益注視，本集團預期位元堂控股之核心業務於未來數年將穩步增
長。

資本架構

自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本公司進行一項股本重組（「股本重組」），當中包括(i)將
每��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港元之合併股份，並將每兩
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法定但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0�港元之法定但未發行經調
整股份; 及(ii)資本削減，將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0.���港元削減至0.0�港元，有
關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之通
函中披露。

籌集資金活動、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為鞏固資本基礎及為本集團核心業務之未來發展及抓緊其他潛在投資機會籌集資金，本
集團已於回顧年內及結算日後完成以下集資活動：

(a)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i)與致力有限公司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
（「配售代理」）訂立先舊後新配售協議；及(ii)與配售代理訂立新配售協議，按價格
每股0.0��港元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上批准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項下合共�,���,�00,000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股
份。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港元，作償還銀行貸款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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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之公佈，緊隨股本重組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生效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按公開發售之認購價每股發售股份
0.�港元發行及配發�,���,���,���股發售股份及���,���,09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紅
股，基準為股東所持每一股經股本重組調整之股份可獲發行三股發售股份，並按根
據公開發售每接納三股發售股份可獲發行兩股紅股之基準發行紅股，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0�,�00,000港元，作潛在投資（如適用）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億港元（二零零八年：約
��億港元），而流動比率由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倍增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倍。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短期投資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約���,�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總借貸約為���,�0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約���,�00,000港元）。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八年：約��.�%），經參考本集團借
貸總額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之金額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總值��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900,000
港元）之投資物業，作為本集團所獲一般銀行信貸合共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約�0�,�00,000港元）之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
�9�,�00,000港元）。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現有財務資源將足以應付本集團在可見將來之擴展計劃。

外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所有銀行借貸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收
入大部分以港元計值，符合本集團經營開支之貨幣要求。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合
約。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結算日，本集團共有約��0名全職僱員，約��.�%為香港區僱員及餘下則為中國區僱
員。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按個別僱員表現及經驗而釐定。除一般
薪酬外，本集團亦因應其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向部份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其
他福利包括醫療、退休福利及專項的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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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二零零九年，香港物業市場有跡象正逐漸復蘇，短期內豪宅及高檔住宅樓市可望進一
步上升，而在相對低息之按揭環境下，加上香港高檔物業供應有限及目前經濟資本充
裕，這情況將會持續。本集團正積極發掘潛在物業發展項目。此外，本集團亦準備投放
更多資源在持作出租物業，藉此擴大可提供定期及穩定收入之物業組合。

中式街市之管理已成為本集團核心業務之一。本集團憧憬此項業務將於日後繼續為本集
團提供穩定收入。憑藉堅實之管理專長及經驗，為本集團提供一個有利平台，使本集團
能夠向前發展，並投得更多中港兩地之管理合約。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起成功投得四項
新管理合約，象徵著本集團強大之實力及承諾，銳意進一步擴大現有組合。

整體來說，本集團有信心國家能應付目前金融海嘯，並於日後強勢反彈，使本集團受惠
於本土經濟之復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
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E.�.�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條，獨立董事委員會（如有）之主席應在任何批准關連交易或任何其
他須經獨立股東批准之交易之任何股東大會上回應問題。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以批准（其中包括）公開發售及紅股發行之股東大會上（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之公佈、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之通函及
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之章程），獨立董事委員會之主席因為另一緊急任命而缺席該
大會。董事將致力重新安排其時間表，並將於日後出席所有必要之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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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條，本公司應安排在大會前至少十個完整營業日向本公司股東發出
其他股東大會通告。

為配合董事之時間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已以��個完整
日但少於十個完整營業日之通知期寄發予本公司股東，此乃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及
二零零九年一月初多個公眾假期所致。除本文所披露者外，其後所有股東大會之通告已
以足夠通知期向本公司全體股東寄發。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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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作出有關全體董事之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本回顧財政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旨在檢討及監督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蕭炎
坤先生、王津先生及蕭錦秋先生，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蕭炎坤先生被推選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尖沙咀麼
地道��號日航酒店�樓花園廳A及B室舉行二零零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將於稍後
按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向本公司股東公佈及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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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末期業績及寄發年報

本年度末期業績公佈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
司網站(http://www.wangon.com)閱覽。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所有資料之二零零九年年報
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鄧清河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陳振康
先生；以及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蕭炎坤先生及蕭錦秋先
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