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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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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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經審核綜合業績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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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489,873  ���,��0
銷售及服務成本  (448,550 ) (���,��� )    

毛利  41,323  ��,���
其他經營收入 � 36,435  ��,���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71 ) (��� )
行政開支  (59,111 ) (��,0�� )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  �,��0
待售物業之減值虧損  –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947 ) (�0,��� )
財務費用 � –  (��� )    

除稅前盈利╱（虧損）  16,629  (��,��� )
所得稅回撥╱（開支） � 4,243  (�,��� )    

本年度盈利╱（虧損）及本公司股東
 應佔盈利╱（虧損） � 20,872  (��,0�� )    

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外匯差額  (205 ) ��
酒店物業重估盈餘╱（虧損）  5,506  (��,��� )    

年度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5,301  (��,��� )    

年度綜合收益╱（開支）總額及本公司股東
 應佔收益╱（開支）  26,173  (�0,��� )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港幣1.76仙  (港幣�.��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 �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801  ��,�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4,943  ���,��0
 土地使用權  53,206  ��,���
 商譽  89,880  ��,��0    

  399,830  ���,���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63,429  ��,���
 存貨  118,740  ��,��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25,605  �0,���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2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4,036  ���,���    

  321,812  ��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0 184,475  ���,���
 應納稅金  1,627  �,���    

  186,102  ���,��0    

流動資產淨額  135,71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5,540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8,833  ���,���
 儲備  416,707  ��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35,5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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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中興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該等準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適用於本集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改進一部份（於二零零八年頒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頒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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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寬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計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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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有關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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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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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第�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請盤時產生之責任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詮釋（「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呈列－按定期貸款（含有按要求償還之條款）
  之借款人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興建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移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
 －詮釋第��號

除下文注明者外，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
編制及呈列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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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引入多項專用術語變更（包括經修訂之財務報表標題）以及財務
報表格式及內容方面之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擴大關於公平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規定。本公司並
無根據此修訂內所載之過渡條文之規定，提供擴大披露之比較資料。

本集團沒有提早應用以下已經頒佈但還沒有生效的新訂及修訂準則、修訂及和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的修訂本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數字
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份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及二零一零年十月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以及取消確認之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號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之
隨後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於隨後會計期間末根據業務
模式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產生合約
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於隨後會計期間末，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
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最重大影響乃有關金融負債信貸風
險變動應佔該負債（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公平值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特別是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
應佔之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綜合收益確認，除非在其他綜合收益確認負債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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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上之會計錯配。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應佔之公平值變動其
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
融負債公平值變動全部金額於損益確認。

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准予提早應
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在本集
團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採納新訂準則將重大影響就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呈報的金
額。然而，直至詳細審閱已完成為止，提供該影響的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金融資產轉撥」的修訂本增加涉及金融資產轉撥的交易的披
露規定。該等修訂旨在就於金融資產被轉讓而轉讓人保留該資產一定程度的持續風險承擔
時，提高風險承擔的透明度。該等修訂亦要求於該期間內金融資產轉讓並非均衡分佈時作
出披露。到目前為止，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涉及金融資產轉讓的交易。然而，倘本集團日
後訂立任何有關交易，則將會影響該等轉讓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關連人士披露（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修訂關連人士的定義及簡化政
府相關實體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引入的披露豁免並未影響本集
團，原因為本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供股分類」的修訂本闡述以外幣（作為股本工具或金融負債）列值的若
干供股分類。到目前為止，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屬於該等修訂範疇的安排。然而，倘本集
團於未來會計期間訂立任何屬於該等修訂範疇的供股，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本將
會影響該等供股的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修訂本）規定，實體須將最低資金要求的預
付款項確認為經濟利益。由於本集團並無界定福利計劃，該等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
何財務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提供有關透過發行股本工具撇除金融負債的
會計處理指引。到目前為止，本集團並無訂立屬於該性質的交易。然而，倘本集團日後訂
立任何有關交易，則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將會影響會計處理規定。
尤其是，根據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根據有關安排發行的股本工具
將按其公平值計量，而所撇除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所發行股本工具的公平值的差額將於損
益確認。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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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年內由酒店營運、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但扣除退貨及折扣，及租金收入
總額所產生之已收及應收之收益總和。

業務及經營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為管理目的，本集團現時劃分為三個經營部門－纖維板、酒店業務及物業投資。本集團乃
以這些分部為基準呈報其首要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纖維板業務 － 生產及銷售中密度纖維板
酒店業務 － 酒店擁有權及管理
物業投資 － 持有投資物業及待售物業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62,573  25,750  1,550  –  489,873
         

業績
折舊及攤銷 21,208  6,795  –  374  28,377
分部業績 12,014  (2,496 ) 950  –  10,468
       

利息收入 616  21  –  317  954
其他未分配企業收益淨額 –  –  –  5,207  5,207         

除稅前盈利         16,629
所得稅回撥         4,243         

本年度盈利         2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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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和負債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25,912  115,204  16,556  –  457,672
商譽 89,880  –  –  –  89,880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  2  2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  114,036  114,036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  60,052  60,052         

綜合資產總值 415,792  115,204  16,556  174,090  721,642
         

負債
分部負債 124,744  8,168  640  –  133,552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  52,550  52,550         

綜合負債總值 124,744  8,168  640  52,550  186,102
         

其他資料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除商譽） 26,808  14,327  –  15  41,150
折舊及攤銷 21,208  6,795  –  374  28,37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947  –  –  –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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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0�  ��,���  �,���  –  ���,��0
         

業績
折舊及攤銷 ��,���  �,0��  –  ���  ��,���
分部業績 (�,��� ) (�,��� ) �,���  –  (�,��� )
       

利息收入 ���  ��  �  ��  ���
持有按公允值列帳及於損益帳處理
 的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  –  –  �,���  �,���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  –  –  (��,�0� ) (��,�0� )
財務費用 (��� ) –  –  –  (��� )         

除稅前虧損         (��,��� )
所得稅開支         (�,��� )         

本年度虧損         (��,0�� )
         

分類資產和負債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0�  �0�,��0  ��,���  –  ���,�0�
商譽 ��,��0  –  –  –  ��,��0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  �,��0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  ���,���  ���,���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  �,���  �,���         

綜合資產總值 ���,���  �0�,��0  ��,���  ��0,���  ���,�0�
         

負債
分部負債 ���,�0�  �,���  ���  –  ���,���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  ��,���  ��,���         

綜合負債總值 ���,�0�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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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纖維板業務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除商譽） ��,���  �,���  –  ��0  ��,��0
折舊及攤銷 ��,���  �,0��  –  ���  ��,���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  –  �,��0  –  �,��0
待售物業之減值虧損 –  –  ��,��0  –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0,���  –  –  –  �0,���
存貨降值準備 ���  –  –  –  ���
         

經營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纖維板業務及酒店業務，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

物業投資均位於中國及香港。

下表所提供為本集團以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分析（不計其貨物╱服務之來源）：

 以地區市場劃分之
 向外界客戶銷售收益 對本年度盈利之貢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489,312  ���,���  10,469  (�,��� )
香港 561  ���  (1 ) (� )       

 489,873  ���,��0  10,468  (�,��� )
   

利息收入     954  ���
持有按公允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
 的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  �,���
其他未分配企業收益╱（開支）淨額     5,207  (��,�0� )
財務費用     –  (��� )       

除稅前盈利╱（虧損）     16,629  (��,��� )
所得稅回撥╱（開支）     4,243  (�,��� )       

本年度盈利╱（虧損）     20,87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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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增值稅退還 16,840  ��,���
利息收入 954  ���
匯兌收益 11,339  –
持有按公允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
 的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  �,���
就訴訟敗訴之撥備撥回 5,438  –
出售按公允值列帳於損益帳處理的金融資產之收益 256  –
出售土地使用權收益 643  –
   

5.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借款利息 –  ���
   

6. 稅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296  �,���
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撥回 (4,539 ) (�,��� )   

 (4,243 )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香港應課稅盈利，故並無提撥任何
香港利得稅準備（二零零九年：無）。中國企業所得稅是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計算。適
用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二零零九年：��%）。

位於其他司法權區的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通行之稅率計算。

本集團部分中國附屬公司現正享有稅務優惠期。根據中國有關法規，由首個獲利年度起獲
豁免兩年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獲�0%減免。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
部分中國附屬公司在計算所得稅時獲得稅率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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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年度盈利╱（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盈利╱（虧損）已扣除╱（撥入）：
土地使用權攤銷 1,3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063  �0,�0�   

攤銷及折舊總值 28,377  ��,���
   

核數師酬金 900  �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2,609  �0,���
存貨降值準備 –  ���
持有按公允值列賬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6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1,339 ) ���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1,550 ) (�,��� )
減﹕
年內有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82  ��
年內並無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555  ���   

 (913 ) (��� )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本年度盈利港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虧損港幣
��,0��,000元）及本年度已發行�,���,���,���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概無發生任何攤薄股份事項，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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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除新客戶通常須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客戶主要交易條款為信貸。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
均�0天信貸期。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0日 3,542  �,���
��-�0日 352  ���
��-��0日 294  ���
超過��0日 283  ���    

應收賬款 4,471  �,��0
其他應收款 21,134  ��,���    

 25,605  �0,���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面值與其對應的公允值相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呈列於流動資產的其他應收款中包括以公允值列賬的應收增
值稅退稅金額約港幣�,���,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000元）及應收債權（二零零九
年：港幣�,���,000元）已收回。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0日 27,312  ��,���
��-�0日 651  ��� 
��-��0日 819  ��� 
超過��0日 4,905  �,���     

應付賬款 33,687  �0,�0� 
其他應付款 150,788  ���,���     

 184,475  ���,���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面值與其對應的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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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本集團發行港幣��0,000,000 元之可換股票據（「票據」），到期日為
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到期日」），年息為�厘，每份港幣�,000,000元。於二零一零及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已到期及不能行使換股權面值港幣��,000,000元票據連同應計至
到期日之所有利息港幣�,�0�,000元已轉記為其他應付款並按要求時償還。

11. 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4,159  ���
環保工程改造項目之資本承擔 826  �0�
酒店設備改造項目之資本承擔 –  �,���
投資合營公司之資本承擔 9,894  –    

總承擔 14,879  �,���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對企業管治極為重視，並不時檢討及加強企業管治的措施。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為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
守該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計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
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一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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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列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的操守準則。經明確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的規定。

主席報告書

業務回顧

在環球經營環境漸趨穩定下，本集團成功實現扭虧為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為港幣���,���,000元，較去年增加��.�%，並錄得利潤港幣
�0,���,000元。

板材業務

過去一年，國內木材產品競爭日趨激烈，主要原材料價格均大幅上升，對板材業務的成
本構成很大壓力，綜合毛利率由去年�0%下降至�%。管理層通過設備更新改造，開拓銷
售渠道，調整產品結構，加速環保產品研發，提高產品質量，從而增強競爭力及盈利能
力，以抵抗原材料價格上升的沖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密度纖維板
的總銷售量較去年上升�%至���,���立方米，總銷售額較去年上升��%至港幣���,���,000
元，全年轉虧為盈並錄得利潤港幣��,0��,000元。

由於中國環保意識日漸提高，對企業環保生產要求增加，本集團在期內進行了多項包括
污水處理和電廠脫硫除塵的環保設施更新改造項目，以期符合政府日益提高的環保要
求。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集團合資設立新合營公司以開拓其他種類的板材業務，為未來
帶來新的盈利來源。

酒店業務

桂林觀光酒店窺準環球經濟開始復甦的機遇，重整客源結構，重點開拓收益較高的境外
客源，使全年外賓接待量上升了��%，帶動平均房價上升��%。酒店客房改造工程歷時
半年以及上海世博會對客源的分流，均對酒店入住率產生不利影響，與去年同期相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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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住房率下降了�%。但是下半年客房改造完成後，隨着酒店硬件設施的更新與完善，再
加上管理水平的提升，使酒店全年營業額比去年上升�%至港幣��,��0,000元，經營產生
的現金比去年大幅增加���%，全年虧損減少��%至港幣�,���,000元。酒店於期內共投入
約港幣�0,000,000元進行客房更新改造，提高酒店競爭能力，為未來發展奠下基礎。

物業投資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全年租金收入為港幣�,��0,000元，較去年增加��%；物業出租率為
��%，比去年提高��%。

財務狀況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000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0元），並無任何銀行貸款及其他長期負債（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無），資產淨值為港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0�,���,000元），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及長期借貸除總資產）為0% （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每股淨資產值為港幣��.0�仙（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仙）。

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港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
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約為�.��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倍），而銀行存款及現金則為港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000元），足以應付本集團的未來營運及發展之資金需求。

資產抵押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為港幣��,���,000元的土地使用權（二零零九年：港幣��,�0�,000元）作
抵押申請銀行備用融資額度，為未來發展作資金準備（二零零九年：無任何抵押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業務及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主要營業收入及成本均以人民幣進行計價。人
民幣對港元匯率的波動將對集團的經營成果產生較大影響。在�0�0年，由於人民幣升
值，為集團帶來了港幣��,���,000元的匯兌收益，預計未來人民幣仍處於上升的軌道。因
此，現時本集團認為沒有為外匯風險作出對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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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環球經濟初現復甦跡象，但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因素，尤其通貨澎脹升溫，國內房
地產市場的波動，出口政策的調整，社會對環保要求的提高，均對板材業務構成不確定
性的影響。但是，由於新項目的投產，預計將會對公司產生盈利貢獻；同時，公司將繼
續力抓節能降耗，提高產品競爭力，以創造更好的效益。酒店業務方面，隨着制約去年
經營業績的兩大不利因素消除，預計�0��年會延續去年下半年良好勢頭，為集團提供盈
利貢獻。本集團來年將繼續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設備，降低經營成本，開闢收入來源，
以爭取更佳成績，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員工

本集團員工總數約為���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人）。本集團員工之薪酬
是以員工之職責及工作表現作釐定。本集團為所有員工提供教育津貼。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游廣武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游廣武先生（主席）、蘇文釗先生（董事總
經理）及吳永青先生；與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國偉先生、陳達成先生及鄧宏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