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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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泰 昇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7）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達1,382,0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069,000,000港元），及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132,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92,0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0.16港元（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每股0.23港元）。

香港市場

地基打樁

本集團之地基分部繼續受惠於業內強勁勢頭，實現令人滿意之表現。於回顧期間，

本集團之地基分部之營業額增長89%至828,000,000港元，對溢利的貢獻較去年同期

的47,000,000港元增長30%至61,000,000港元。隨著主要基建項目的開工，本集團預

計地基業務於來年表現良好。本集團手頭上之主要合約包括（其中包括）遊輪碼頭、

高速鐵路西九龍總站及元朗大棠的恆地項目。

其他建築相關項目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機電工程之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為20,000,000港元及2,000,000

港元。鑒於日後建築項目之工作量，機械租賃及貿易部門已購買多台起重機以滿足

營業額之預期增長。儘管市場競爭依然激烈，本集團預計該等部門將實現豐厚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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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

物業發展及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上海之住宅項目「泰欣嘉園」分別確認收益及溢利貢獻

477,000,000港元及 311,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收益 545,000,000港元及溢利

302,000,000港元。利潤率得以改善，主要由於隨著市場確認項目之質量及獨特性而

令售價增加。本集團對來年發展項目的餘下單位之銷售充滿信心。

本集團將於本財政年度預售天津海河河畔住宅發展項目泰悅豪庭。泰悅豪庭包括六

幢三十層高的大廈，總樓面面積約75,000平方米。

本集團之瀋陽地盤位於皇姑區，總樓面面積約為165,000平方米。該項目處於最終規

劃階段。該項目為一住宅及商業發展項目，本集團預期地基工作將於明年開始。

本集團已於過去數年在中國成立經驗豐富之管理層及項目團隊。本集團認為，現在

正是將其更多資源投入物業開發項目之時機。鑒於此背景，本集團已決定處理掉其

成熟物業投資項目天津國際大廈。誠如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

述，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訂立有條件出售協議以出售其於天津國際大

廈的全部權益。該項出售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完成，本集團獲得現金流量

淨額逾400,000,000港元。相關溢利將於財政年度下半年反映。

本集團於上海之投資物業持續錄得穩定之經常性收入及理想之入住率。於回顧期

間，物業投資部門之營業額達54,000,000港元，經扣除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之溢

利貢獻為19,000,000港元。

前景

隨著政府之大規模基建項目業已開始，香港之建築業現正經歷牛市週期。除龐大基

建開支外，私營機構在物業市場亦相當踴躍。因此，本集團作為地基行業之佼佼

者，對於其地基業務於來年之表現及前景感到樂觀。

中國政府最近的緊縮措施包括（其中包括）購買限制、提高首期付款要求及調整稅

收，已確實使物業市場之發展放緩。然而，本集團支持該等緊縮政策，因為該等政

策對房地產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有利。憑藉合適之降溫措施、收入不斷上升及經濟

加速，中國之物業市場將不會遭遇泡沫，而是繼續在日益壯大的經濟體中蓬勃發

展。中國之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將繼續成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準備最為妥當的國

家之一。本集團對中國物業市場的前景充滿信心及將繼續確定並投資於適合的物業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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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理財政策，並維持穩健之資本結構，現金流量充裕。於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約1,14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463,000,000港元），而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扣除非控股權益後）分別約為

4,77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836,000,000港元）及1,590,0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47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之營運資金約為1,33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16,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債務淨額。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及資本開支增加導致現金結餘淨額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759,000,000港元減

少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40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與履

約保證擔保有關之或然負債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35,000,000港元增至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163,000,000港元。本集團賬面值約513,0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

已予抵押，以取得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大部分以港元為單位，

亦有安排歐元貸款融資。本集團一直有監控歐元借款之貨幣風險，並會在必要時訂

立歐元遠期合約。

聘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所有附屬公司，合共

聘用約1,51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現行市場薪金水平及各公司及有

關僱員之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培訓等。

此外，僱員並可根據本集團經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獲授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零九年：1.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支付予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處理任何本公司股份

過戶登記。為符合享有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之資格，所

有本公司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之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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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過戶登記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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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1,382,004 1,068,574

銷售成本 (983,647) (694,162)

毛利 398,357 374,412

其他收入及盈利 3 6,184 13,026

銷售支出 (6,179) (6,149)

行政支出 (20,474) (18,54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25,953) 57,544

其他支出，淨額 (14,126) (1,480)

融資成本 (6,445) (6,594)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 687 (220)

除稅前溢利 4 332,051 411,990

所得稅開支 5 (187,065) (157,387)

期內溢利 144,986 254,603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 131,872 192,183

　非控股權益 13,114 62,420

144,986 254,603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5.56港仙 22.92港仙

　攤薄 15.42港仙 22.85港仙

股息之詳情披露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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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44,986 254,60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49,780 2,4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94,766 257,062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 157,340 191,598

　非控股股東 37,426 65,464

194,766 25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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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  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313,366 284,777

投資物業 366,776 1,258,540

發展中物業 419,416 346,769

已付訂金 360,790 353,514

聯營公司權益 9 29,607 19,632

其他資產 1,120 1,020

遞延稅項資產 89,090 63,071

受限制現金 — 22,836

總非流動資產 1,580,165 2,350,159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14,831 265,88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份投資 3,825 4,002

存貨 12,135 25,910

持有供銷售之物業 456,703 197,649

客戶有關合約工程之欠款 73,507 92,639

應收貿易賬款 10 458,509 397,441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訂金 42,440 54,167

衍生金融工具 209 12

預繳稅項 6,440 7,403

定期存款 895,988 952,375

受限制現金 34,959 91,344

現金及銀行結存 214,390 396,865

2,213,936 2,485,695

待出售組別之資產 16 984,719 —

總流動資產 3,198,655 2,48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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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款項 11 536,410 376,529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預收款項 16,072 38,012
衍生金融工具 16 293
欠客戶有關合約工程之款項 255,864 201,434
已收訂金 65,899 438,315
附息銀行借貸 345,386 194,537
應付稅項 399,788 420,440

1,619,435 1,669,560

與待出售組別直接相關之負債 16 244,532 —

總流動負債 1,863,967 1,669,560

流動資產淨值 1,334,688 816,1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14,853 3,166,294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貸 398,980 510,238
衍生金融工具 10,243 1,453
聯營公司貸款 9 24,560 24,560
遞延稅項負債 173,574 345,027

總非流動負債 607,357 881,278

資產淨值 2,307,496 2,285,016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85,231 84,531
　儲備 1,504,678 1,389,611

1,589,909 1,474,142
非控股股東 717,587 810,874

總權益 2,307,496 2,28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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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

適用披露條文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

目一併閱讀。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採納下文所述之有關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

之會計期間對本集團而言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已導致本集團租賃土地歸類的會計政策變動。原先租賃

土地之權益分類為於未到期租期內於綜合收益表採用直線法攤銷及確認的預付經營租約列

賬。由於租賃土地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被視為

已轉撥至本集團，本集團於租賃土地的權益現時作為融資租約項下持有之資產列賬及按成

本減累計折舊呈列。此會計準則之修訂已追溯應用。對比資料已予重列以反映此項會計政

策變動。

變化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之修訂的影響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減少）於：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2,176 103,566

預付土地租貸款 (102,176) (103,566)

— —

(b)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要求，倘增加或減少擁有權益之附屬

公司並無導致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列作與擁有人之一項交易，並於儲備中處理

及屬本公司股東所有，對商譽或收益表並無影響。過往，此等交易會影響商譽並導致收益

或虧損。倘因為一宗交易、事件或其他情況導致失去於附屬公司之控制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經修訂）要求集團按賬面值撤消確認所有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權益。在前附屬公司

保留之任何權益須按失去控制權日期之公平價值確認，所引致之公平價值重新計量收益或

虧損須於收益表中確認。過往，在前附屬公司保留之權益按失去控制權日期之賬面值確認，

且不會導致公平價值重新計量收益或虧損。

採納此等經修訂準則已影響本期間有關收購及與非控股股東權益及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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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發出但尚未生效之新會計及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有準則及詮釋之修

訂。本集團現正對該等新訂／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之影響進行評估，並預期採納彼等將

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經董事局批准及授權刊發。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根據其營運性質及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獨立組織及管理。經營分類按與向本公司

主要管理人員進行內部報告一致的方式。

機電及 機器租賃 物業投資

地基打樁 建築工程 及買賣 及管理 物業發展 無分類 抵銷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828,007 18,304 5,297 53,624 476,772 — — 1,382,004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 1,889 9 — — — (1,898) —

總計 828,007 20,193 5,306 53,624 476,772 — (1,898) 1,382,004

分類業績 61,108 1,739 (3,103) (7,313) 310,905 (26,724) — 336,612

利息收入 1,095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02

融資成本 (6,44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687

除稅前溢利 332,051

所得稅開支 (187,065)

期內溢利 144,986



– 10 –

2. 分類資料（續）

機電及 機器 物業投資

地基打樁 建築工程 租賃及買賣 及管理 物業發展 無分類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439,006 22,672 10,206 51,644 545,046 — — 1,068,574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 — 8 — — — (8) —

總計 439,006 22,672 10,214 51,644 545,046 — (8) 1,068,574

分類業績 47,017 2,459 1,151 82,103 302,093 (16,282) — 418,541

利息收入 171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92

融資成本 (6,59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20)

除稅前溢利 411,990

所得稅開支 (157,387)

期內溢利 254,603

3. 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095 171

保險索償 767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份投資之公平值盈利，淨額 — 1,355

出售投資物業之盈利 136 6,15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之盈利 131 1,380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盈利 — 155

外幣匯兌盈利，淨額 1,113 —

收入補貼 * 396 2,468

其他 2,546 1,341

6,184 13,026

* 此項收入並無未達成條件或或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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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5,975 24,419

公平值虧損／（盈利），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份投資 (177) (1,355)

　衍生工具－不合資格對沖交易 10,589 —

出售投資物業之盈利 (136) (6,15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之盈利 (131) (1,380)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虧損／（盈利）（附註15） 545 (155)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淨額 — 140

其他資產減值 114 —

利息支出 6,445 7,461

減：發展中物業資本化之利息 — (867)

6,445 6,594

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之稅項撥備：

　中國：

　　香港 3,905 4,864

　　其他地區 175,615 147,535

上期超額撥備：

　中國：

　　香港 — —

　　其他地區 — (936)

179,520 151,463

期內遞延稅項支出 7,545 5,924

187,065 157,387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地區之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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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二零零九年：1.5港仙） 17,046 12,588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3.0港仙共計約25,472,000港元之末期股

息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並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支付。

(b) 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董事局會議上批准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共計17,046,000港元。此中期股息並未於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內確認為負債。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131,87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2,183,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847,774,920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838,532,843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31,872,000港元計算。計算時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即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時所用之股數，以及假設在該期間內行使購股權時無償發行855,130,046股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期內，本集團以62,64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5,577,000港元）購置資產以拓展業務。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售賬面淨值為35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4,000港

元）之資產，出售淨盈利為13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380,000港元）。

9. 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22,352 17,182

聯營公司之欠款 4,289 284

聯營公司之貸款 3,250 2,450

29,891 19,916

減：減值 (284) (284)

29,607 19,632

聯營公司之欠款及聯營公司之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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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聯營公司權益（續）

來自聯營公司之貸款包括在本集團之非流動負債為24,5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4,560,000港元），為無抵押、免息及無須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起十二個月內償還。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聯營公司之結存分別於附註10及11披露。

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跟隨本地行業標準制訂信貸政策。給予貿易客戶之平均一般信貸期為90日內（應收保固

金除外），惟須經管理層作出定期檢討。有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不同

客戶有關，故概無信貸風險過於集中之情況。應收貿易賬款均為免息。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458,539 397,471

減值 (30) (30)

458,509 397,441

以發票日期及撥備淨值計算，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90日內 335,202 282,348

　91日至180日 1,517 1,759

　181日至360日 2,197 1,643

　360日以上 255 32

339,171 285,782

應收保固金 119,338 111,659

458,509 397,441

應收貿易賬款中包括應收聯營公司款項1,50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01,000港

元），其還款信貸條款與給予本集團主要客戶的條款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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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30日內 162,165 98,525

　31日至90日 31,840 3,718

　91日至180日 1,458 481

　180日以上 10,775 10,168

206,238 112,892

應付保固金 111,994 112,894

應計款項 218,178 150,743

536,410 376,529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中包括應付聯營公司款項124,000港元，有關信貸條

款與該等聯營公司給予其主要客戶的條款相若。

12.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845,315,903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4,531 83,821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7,000,000股股份 700 71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852,315,903股普通股 85,231 84,531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股權獲行使，導致發行7,000,000股（二零零九年：

1,000,000股）股份，行使股款為5,74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20,000港元）。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履約保證書而作出之擔保 162,591 13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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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a) 資本開支

　已授權，但未訂約 — 9,798

　已訂約，但未作撥備 13,075 52,563

13,075 62,361

(b) 根據土地及樓宇有關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付款承擔：

　一年內 8,837 8,72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2,195 5,868

21,032 14,592

此外，本集團就發展中物業建築工程之已訂約但未作撥備之承擔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為

141,01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26,952,000港元）。

15.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出售於泰昇貿易有限公司（「泰昇貿易」）10%權益，代價為

576,000港元。泰昇貿易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一般貿易。於緊隨出售後，本集團於泰昇貿

易之權益減至40%及泰昇貿易及其附屬公司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千港元

已出售的資產淨值 11,2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5,605)

出售虧損 (545)

5,060

以下列方式償付：

　聯營公司權益 4,484

　現金代價 576

5,060

已出售的資產淨值淨資產之賬面值與其於出售日期之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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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類為待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津港開發有限公司（「津港開發」）、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Stonehill Limited（「Stonehill」）與非本集團內之公司天安（天津）投資有限公司訂

立出售協議，在該協議所載之先決條件的規限下，同意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彼等於本公司非

全資附屬公司Consco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Consco」）的全部權益（包投股權及債務權

益），出售之代價約870,000,000港元，當中598,000,000港元將由津港開發及Stonehill收取（「出售

事項」）。

Consco及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

出售事項。本公司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刊發有關出售

事項之公佈及通函。

股權及債務權益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轉讓予買方。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有關

Consco及其附屬公司的資產及負債，已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為「待出售組別之資產」及「與

待出售組別直接相關之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Consco及其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歸類為持有作銷售的主要類別如

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44 —

投資物業 889,200 —

存貨 826 —

貿易應收賬款 1,181 —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946 —

定期存款 48,094 —

現金及銀行結餘 37,828 —

歸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984,719 —

負債

貿易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8 —

已收其他應付款及按金 33,336 —

應付稅項 1,818 —

遞延稅項負債 209,370 —

與歸類為持有作出售之資產直接關聯之負債 244,532 —

與出售組別直接關聯之淨資產 740,187 —

17.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為9,383,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9,3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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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頓肯房地產有限公司（「頓肯」）訂立收購協議

向非控股股東收購於五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各自餘下40%股權，代價為300,000,000港元（即銷售股

份及銷售債務之總代價）（「收購事項」）。非全資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在中國進行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本公司已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發有關收購事項之公佈。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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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指定任期委任，但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於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接受重選。因此，董事局認為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毋須按指定任期獲委任。

守則條文A4.2條訂明每名董事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流退任。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一之董事須輪流退任，

惟董事局主席及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或並不計入須退任之董事人數

內。由於延續性為長期成功實行業務計劃之主要因素，董事局相信，董事局主席及

董事總經理擔當著為本集團提供強大一致領導地位之角色，讓本集團能夠更有效地

規劃及執行長期業務策略。因此，董事局認為，本公司之董事局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毋須輪流退任。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分別為范佐浩先生、謝文彬先生及龍子明先生，

全部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佐浩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提名

及監察外部核數師以及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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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載列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在作出指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泰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舜堯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舜堯先生、馮潮澤先生、錢永勛先生、郭敏慧小姐、趙展鴻先

生、黃琦先生、劉健輝先生及張任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佐浩先生、謝文彬先生及

龍子明先生。

公司網站：www.tys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