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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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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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

二零一零年業績公佈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呈報本公司暨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入 �, � 4,464,727  �,0�0,���

銷售成本  (2,544,736 ) (�,���,�0� )    

毛利  1,919,991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241,982  ���,���
銷售及分銷開支  (612,340 ) (�0�,�0� )
行政開支  (1,203,965 ) (�,���,�0� )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180,845  ���,�0�
其他費用  (229,400 ) (�0,��� )
融資成本 � (16,353 ) (�0,��� )
分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07,576  �0,���
 聯營公司  12,075  (�,0�� )    

稅前溢利 � 400,411  ���,���

稅項 � (183,073 ) (���,��� )    

年度溢利  217,3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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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1,666  ��,�00
 非控股權益  65,672  ��,�0�    

  217,338  ��,�0�    

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港仙） �0

基本  2.66  0.��    

攤薄  2.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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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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十二月  二零零九年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02,721  �,���,���  �,�0�,���
投資物業  1,280,092  ���,�00  ���,��0
土地租賃預付款  488,031  ���,���  ���,���
商譽  1,278,574  �,���,���  �,���,���
其他無形資產  174,697  ��,���  ��,���
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644,905  ���,���  �,���,0��
聯營公司投資  295,100  ���,���  ���,���
可供出售之投資  12,572  ��,���  ��,0��
預付款  65,338  ��,���  ��,���
遞延稅項資產  2,438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744,468  ��,���,���  ��,���,��0      

流動資產
存貨  26,214  ��,�0�  ��,���
應收貿易賬款 ��  203,159  ��0,���  ��0,���
可退回稅項  2,203  �,���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8,164  ���,���  ���,���
有抵押定期存款  67,303  ��,���  ��,���
現金及等同現金款項  2,421,606  �,���,���  �,���,���
應收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42,855  ��,�0�  ��,���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1,504  ��,���  ��,���      

  3,293,008  �,�0�,�0�  �,���,���
持作銷售之出售組合資產  –  ���,���  –      

流動資產總值  3,293,008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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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二零零九年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 376,932  ���,��0  ���,���
應付稅項  57,865  ��,�0�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9,260  ���,���  ���,�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24,221  ��,��0  ���,���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90  �,���  �0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6,234  ��,0��  �,00�      

  1,534,602  �,���,0��  �,�0�,0�0
直接與分類為持作銷售
 資產有關之負債  –  ���,���  –      

流動負債總值  1,534,602  �,���,��0  �,�0�,0�0      

淨流動資產  1,758,406  �,�0�,�00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502,874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27,809  ���,���  ���,�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91,987  ���,��0  ���,0��
遞延稅項負債  554,744  ���,���  ���,���
其他負債  940  –  –      

非流動負債總值  975,480  ���,���  ���,���      

資產淨值  12,527,394  ��,0��,0��  ��,0��,��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69,536  ���,���  ���,���
儲備  11,336,842  �0,���,���  �0,���,���      

  11,906,378  ��,���,���  ��,���,���

非控股權益  621,016  ���,���  ���,���      

權益總值  12,527,394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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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是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干諾道
中��-��號中旅集團大廈��樓。

於年內，本集團經營下列主要業務：

• 旅行社及相關業務
• 酒店業務
• 景區業務
• 度假區業務
• 客運服務
• 高爾夫球會所業務
• 演藝業務
• 發電業務（透過一間共同控制公司進行）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屬控股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中旅（集
團）」），而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此乃中國國務院屬下的一家國有
企業。

2.1 編撰基準

此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釋義）、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除
投資物業按公允值入賬外，本財務報告按歷史成本編撰。持作出售組合按賬面值或公允值
扣減銷售成本較低者入賬。除非另有指明，本財務報告以千港元列報及所有數值計至最近
之千位數。

編撰該等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撰基準與編撰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所使用的一致，惟於下文詳述有關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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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告首次採用以下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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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本公司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及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布對  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   權益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善  準則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
  期限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 呈報財務報告－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
  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及包含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及香港詮
釋第�號（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修訂）外，採納該等新制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
財務報告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對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引入若干變動，該等變動影
響非控股權益的首次計量、交易成本的會計處理、或然代價及分階段達成的業務合併
的首次確認及隨後計量。該等變動將影響已確認商譽之金額、收購發生期間之報告業
績及未來報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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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規定對並無失去控制權之附屬公司擁有權變動以股權交
易方式入賬。因此，該等變動既不影響商譽，也不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該經修
訂準則改變了附屬公司所產生損失以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匯率變動之
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聯營公司投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等多項準則亦作出後續之修訂。

這些經修訂準則採用未來適用法，並影響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後之收購事項、控制
權之喪失和與非控股權益交易之會計處理。

(b)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中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條文。採納若干修訂可能會導致會計政策變
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有關最適用於本集團的重要修訂的
詳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現金流量表：規定惟有導致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資產的支
出，方可分類為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刪去有關土地租賃分類的特定指引。因此，土地租
賃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一般指引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香港詮釋第�號（修訂本）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乃根據包含於二零零九年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中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之修訂而修改。按照此項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之範圍已擴大至覆蓋所有土地租賃，其中包括被分類為融資租賃之土
地租賃。因此，該詮釋適用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以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0號入賬之所有物業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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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納該等修訂時，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其位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且過往分類為經
營租賃之租賃。位於澳門及中國大陸的租賃仍然分類為經營租賃。由於該等香港租賃
相關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已轉移到本集團，該等香港租賃已重新由經營租賃下之
「土地租賃預付款」歸類為融資租賃下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相關之攤銷亦已重新歸
類為折舊。上述變動之影響概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之減少 (43,116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之增加 43,116  ��,���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土地租賃預付款之減少 (2,578,879 ) (�,��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增加 2,578,879  �,��0,�0�   

 –  –
   

於一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土地租賃預付款之減少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增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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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數字

(i) 誠如附註�.�(b)詳述，本集團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追溯應用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租賃的修訂本。

(ii)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收購Trump Return 
Limited（「Trump Return」）之資產及負債中，其公允值部分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上反映只屬暫時性之估值。收購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
用之暫時性估值已於本年度作出重新評估及計算。因此，比較數據已重新列示以反映
Trump Return之資產及負債之最終公允值。

4. 經營性分類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經營性質、提供之商品及服務性質而劃分架構及管理。
本集團轄下各經營分類代表一項策略性商業單元。各單元提供之商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
及獲得之回報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類。經營分類之概略如下：

(a) 旅行社及相關業務在香港、中國大陸、東南亞、大洋州、美國及歐盟各國提供旅遊及
相關服務；

(b) 酒店業務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提供酒店住宿服務；

(c) 景區業務提供在中國大陸度假酒店、主題公園、索道系統及滑雪設施之經營業務；

(d) 度假區業務在中國大陸提供溫泉業務；

(e) 客運服務提供往來香港及中國大陸之跨境個人客運服務；

(f) 高爾夫球會所業務是在中國大陸深圳向本集團球會之個人或公司會員提供綜合設施之
服務；

(g) 演藝業務在中國大陸及海外提供藝術表演劇作；及

(h) 發電業務在中國大陸提供電力。

管理層獨立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類業績，以便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制定決策。評估分類表
現時，乃按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得出，即計量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計量稅前經
調整溢利╱（虧損）時，與本集團的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利息收入、融資成本連同總
部及企業開支則不按此法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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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並無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可退回稅項、有抵押存款、現金及等同現金款項以及其
他不予分攤總部和企業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類負債並無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不予分攤總部和
企業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層面管理。

業務間之銷售與轉讓參照按當時現行市場價格向第三者出售之售價進行。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旅行社及          高爾夫球
 相關業務  酒店業務  景區業務  度假區業務  客運服務  會所業務  演藝業務  發電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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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對外客戶 �,��0,���  ���,���  ���,���  ���,�0�  �0�,��0  �0,0��  ��,���  –  �,���,���
 分部之間收入 �,�0�  �,���  �,���  �,��0  �,���  ��  ��  –  ��,���                 

 �,���,���  ���,��0  ���,���  �00,���  �0�,���  �0,0��  ��,���  –  �,���,���
抵銷分類之間收入                 (��,��� )                 

收入                 �,���,���
                 

分類業績 ���,�0�  ���,���  ��0,�0�  (���,��� ) (���,��� ) (��,��0 ) (��� ) ���,���  �0�,���

利息收入                 ��,0��
融資成本                 (��,��� )
企業及其他
 不予分攤開支                 (��,��� )                 

稅前溢利                 �00,���
所得稅開支                 (���,0�� )                 

年度溢利                 ���,���
                 

分類資產 �,���,�00  �,���,���  �,���,���  �,���,��0  ���,���  �0�,���  ��,�00  ��0,���  ��,���,���
企業及不予分攤資產                 �,���,���                 

總資產                 ��,0��,���
                 

分類負債 ���,���  ���,���  ���,���  ���,���  ��,���  ���,���  �,���  ���  �,��0,���
企業及不予分攤負債                 ���,���                 

總負債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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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及          高爾夫球
 相關業務  酒店業務  景區業務  度假區業務  客運服務  會所業務  演藝業務  發電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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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性支出* ��,�0�  ��,���  ���,���  ��,��0  �0,0��  ���,���  �0,���  –  ���,���
 加：與企業相關
   之資本性支出                 ���                 

                 ���,��0                 

 折舊與攤銷 ��,���  ���,���  ��,���  ��0,���  ��,���  ��,�0�  �,���  –  ���,���
 加：與企業相關
   之折舊及攤銷                 ���                 

                 ��0,���                 

 於損益表中確認
  之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撥回） (��� ) ���  ��  –  ���,���  –  �  –  ���,�0�
 加：與企業相關
   之減值                 ��,�0�                 

                 ��0,���
                 

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  –  –  –  ��,���  –  �,���  ��0,���  ���,�0�

聯營公司投資 ���  –  ���,���  –  ���,���  –  ���  –  ���,�00

分佔下列公司
 之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  –  –  �,���  –  (�,��� ) �0�,0��  �0�,���
  聯營公司 –  –  ��,0��  –  (��,��� ) –  (�� ) –  ��,0��

其他非現金支出 ��,���  ��,���  –  �,���  –  –  –  –  �0,���
                 

* 資本性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租賃預付款、其他無形資產、投資物業
及包括收購附屬公司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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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旅行社及          高爾夫球
 相關業務  酒店業務  景區業務  度假區業務  客運服務  會所業務  演藝業務  發電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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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對外客戶 �,���,���  ���,���  ���,���  ���,���  ���,���  ��,���  ��,0��  –  �,0�0,���
 分類之間收入 �,���  �,���  �,���  �,0�0  �,���  �  �0�  –  ��,���                 

 �,���,���  ���,�0�  ���,���  ���,���  ���,���  ��,���  ��,���  –  �,���,���
抵銷分類之間收入                 (��,��� )                 

收入                 �,0�0,���
                 

分類業績 ���,0�0  ��0,�0�  ���,���  (���,��� ) ��,���  (��,��� ) �,���  ���,���  ���,��0

利息收入                 ��,���
融資成本                 (�0,��� )
企業及其他
 不予分攤開支                 (��,��0 )                 

稅前溢利                 ���,���
所得稅開支                 (���,��� )                 

年度溢利                 ��,�0�
                 

分類資產 �,���,���  �,���,���  ���,���  �,���,���  �0�,���  ���,���  ��,���  ���,���  ��,���,0��
企業及不予
 分攤資產                 �,0��,���                 

總資產                 ��,��0,���
                 

分類負債 ���,���  �0�,���  ���,���  ��0,�0�  ��,��0  ���,���  �,0��  ���  �,���,���
企業及不予
 分攤負債                 ���,���                 

總負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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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及          高爾夫球
 相關業務  酒店業務  景區業務  度假區業務  客運服務  會所業務  演藝業務  發電業務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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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性支出* ��,���  ��,���  �0�,���  ���,���  ��,���  ���,���  ��,0��  –  ���,���
 加：與企業相關
  之資本性支出                 ���                 

                 ���,�0�                 

 折舊與攤銷 ��,���  ���,���  ��,��0  ���,��0  ��,���  ��,���  �,0��  –  �0�,���
 加：與企業相關
  之折舊及攤銷                 ���                 

                 �0�,�0�                 

 於損益表中確認
  之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撥回） (�,��� ) ���  –  –  ���  �0,���  (� ) –  ��,��0
 加：與企業相關
  之減值                 �0�                 

                 ��,���                 

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  –  –  –  �0,���  –  ��,���  ���,���  ���,���
減：計入分類為持作
  銷售之資產之共
  同控制公司投資                 (��,��� )                 

                 ���,���                 

聯營公司投資 (�,0�� ) –  ��,���  –  ��0,���  –  ���  –  ���,���

分佔下列公司
 之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  –  �,���  –  (�,�0� ) ��,���  �0,���
  聯營公司 –  –  –  –  (��� ) –  (�00 ) –  (�,0�� )

其他非現金支出 –  –  –  ��,���  –  –  –  –  ��,���
                 

* 資本性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租賃預付款、其他無形資產、投資物業
及包括收購附屬公司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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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銷售予對外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00,204  �,���,���
中國大陸（包括澳門） 2,174,752  �,�0�,���
海外 589,771  ���,���   

 4,464,727  �,0�0,���
   

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入分析乃根據旅行社及相關業務之客戶所在地釐定，而其餘業
務則按提供服務所在地點釐定。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 5,400,682  �,���,��0
中國大陸（包括澳門） 6,249,056  �,���,��0
海外 79,720  ��,���   

 11,729,458  ��,���,���
   

上述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點呈列，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
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來自任何
單一對外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超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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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年內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及已提供服務之價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旅行社及相關業務 2,190,773  �,���,���
酒店業務 765,416  ���,���
景區業務 713,651  ���,���
度假區業務 398,101  ���,���
客運服務 303,330  ���,���
高爾夫球會所業務 50,043  ��,���
演藝業務 43,413  ��,0��   

 4,464,727  �,0�0,���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37,054  ��,���
租金總收入 23,470  ��,���
己收到政府補助 12,272  �,0��
其他 26,133  ��,���   

 98,929  ��,���   

收益
匯兌差額淨額 66,326  ��,0��
優惠收購之收益 39,007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2,02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收益 15,694  –   

 143,053  ��,���   

 24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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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
 其他貸款之利息 16,353  �0,���

   

7.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折舊 643,903  ��0,���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 23,298  ��,0�0
無形資產攤銷 3,077  –
可供出售之投資減值 13,949  –
聯營公司投資減值 175,000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0,451  ��,���
出售物業之收益 (20,030 ) (�,��� )

   

8.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
算。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當地適用稅率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期稅款－香港
   年度稅項 59,906  ��,���
   以前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2,718  (�,�0� )
  當期稅款－其他地區
   年度稅項 66,020  ��,���
   以前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820 ) �,���
 海外－年度稅項 2,168  �,0��
 遞延稅項 53,081  ��,��0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83,073  ���,���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稅項分別為��,��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港元）及
�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已包含在綜合損益表「分佔共同控制公司及
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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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後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港仙（二零零九年：無） 56,954  –
   

於報告期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作負債，並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由本公司
股東批准通過。

10. 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及年內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計算。計算使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
數目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使用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被
視作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均以零代價之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項目為基準：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溢利 151,666  ��,�00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
 之年內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5,695,355,525  �,���,���,���

攤薄影響－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購股權 4,417,657  –   

 5,699,773,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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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效應之已發行普
通股，故並無就該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授予貿易賬戶的平均信貸期為三十至九十天。由於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涉及眾多
分散顧客，故此沒有重大的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款均為免息。

扣除減值撥備後並按發票日期起計算，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內 188,422  ���,���
三至六個月 9,622  ��,���
六至十二個月 4,735  �,�00
一至兩年 380  �00   

 203,159  ��0,���
   

12.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內 333,339  ���,���
三至六個月 21,409  ��,���
六至十二個月 3,497  �,�0�
一至兩年 10,159  �,���
兩年以上 8,528  �,���   

 376,932  ���,��0
   

應付貿易賬款均為免息及通常於三十至九十天之期限內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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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下緩慢、不穩定地復甦，其中中國經濟增速相
對較快，旅遊業增長動力比較充足，加之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訪港旅客創出新
高等利好因素，為本集團旅遊業務實現恢復性增長創造了較好條件。本集團堅持 「走質
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之路」，進一步推動內部資源整合，抓市場、促營銷、謀創新、控
成本，致力提升存量資產效益，取得一定成果；根據資源佈局及提升核心競爭力需要，
審慎、有序地開展增量資產投資，特別是優質景區的併購，並通過輸出管理模式進一步
拓展景區業務，增加持續發展後勁。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綜合收入為��.��億港元，較上年增長�.��%；股東應佔溢利為�.��億
港元，同比增長���.��%；扣除對信德中旅的投資成本所作的減值準備�.��億港元後，股
東應佔溢利為�.��億港元，同比增長�,���%。主要是受惠於本集團存量旅遊業務經營和
管理水平進一步改善和提升，經營業績有較大幅度增長；新增投資項目有較好的盈利貢
獻。年內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同比增長���.��%。股東應佔權益於二零一零年底為
���.0�億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底增長�.��%。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良好，於二零一零年底
擁有現金及等同現金款總額��.��億港元，比上年底增長��.��%。本集團穩健的財務狀況
為未來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旅行社及相關業務

本集團旅行社及相關業務包括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香港中旅社」）及旅遊電子商務
平臺芒果網。二零一零年，旅行社及相關業務收入為��.��億港元，較去年下降�.��%，
主要因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完成出售國內旅行社交易，因此整體收入相應減少；股東
應佔利潤為�.��億港元，同比增長��.��%，扣除出售國內旅行社及英國中旅社物業盈利
合共0.�億港元、投資物業重估增值0.��億港元影響後，股東應佔利潤為�.��億港元，同
比增長��.��%，主要受益於經濟回暖，旅遊及商務活動增加，證件業務繼續處於換證高
峰期及芒果網業績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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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香港中旅社的出境遊、入境遊、本地遊及代理業務同比全面增長。香港中旅社作為
上海世博會香港地區票務總代理、特許產品代理，組織開發多種相關旅遊產品，取得良
好銷售成績；承辦特區政府「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年內接待約�,�00名香港學生到內
地城市進行交流學習；針對業內「零團費」歪風，大力推廣誠信遊、優質團，並獲授權使
用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的「香港名牌標識」。

芒果網關注客戶體驗、提升營運效率、專注電子商務平臺升級、提高市場佔有率，業績
持續改善。年內機票、酒店代理業務收入比上年錄得雙位數增長，商旅業務收入錄得高
雙位數增長，專注發展中、低端酒店代理業務的青芒果收入同比翻翻。順應休閒度假旅
遊的發展趨勢，創新產品，推出租車頻道、票券頻道、遊輪頻道，不斷豐富旅遊產品，
發揮「天地聯網」的獨特優勢，至二零一零年底，推出在綫旅遊產品超過�,000條。年內共
獲得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頒發的「優秀旅遊類網絡購物平臺獎」等逾�0個獎項和榮譽。
芒果網深圳總部大樓已啟動施工工程，預計於二零一三年竣工。

酒店業務

本集團酒店業務包括香港中旅維景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酒」）、港澳五間酒店和內
地三間酒店。二零一零年，酒店業務收入為�.��億港元，較上年增長��.�%；股東應佔利
潤為�.�億港元，同比增長�.��%。

港澳五間酒店受惠於訪港澳旅客及消費能力增長，尤其訪港旅客創出新高，期內收入
為�.�億港元，同比增長��.�%；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扣除一
次性固定資產處置損失及投資物業重估增值影響，股東應佔利潤為�.��億港元，同比增
長��.��%，客房平均出租率同比增長�個百分點，平均房價同比增長�0%。內地酒店及
中酒期內收入為�.��億港元，同比增長��.��%；股東應佔利潤為�.��億港元，同比略降
0.��%，扣除投資物業重估增值影響，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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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酒及屬下酒店加强營銷管理尤其是大客户管理，加大中央採購力度，擴大採購物種及
採購量；加大輸出管理力度，成功簽訂�個新增酒店管理合同。

景區業務

本集團景區業務包括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世界之窗」）、深圳錦繡中華發展有限
公司（「錦繡中華」）、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有限公司（「嵩山景區」）及Trump 
Return Limited（其他景區投資）。二零一零年，景區業務收入為�.��億港元，較上年增長
��.��%；股東應佔利潤為�.��億港元，同比增長���.��%，主要受惠於遊客出遊及消費增
長、老景區業績恢復性增長和新增景區收購項目效益良好等因素。

期內世界之窗接待遊客��0萬人次，創十年來接待人次新高，同比增長約��%；收入為�.�
億港元，創開業以來第二高，同比增長��.�%；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
��.��%。世界之窗細分市場，度身促銷，其中團隊接待量同比增長��.�%；節慶活動形
成品牌效應，拉動人流，屢創新高；投資上億港元的動感影院項目「飛躍美利堅」於�月��
日成功推出市場，門票調整平穩過渡，並獲得由中國旅遊協會、全國休閒標準化技術委
員會等單位主辦的首屆「中國休閒創新獎」。世界之窗隨著參與、娛樂類項目增多，正由
靜態觀賞型公園向集動感參與、文化娛樂於一體的現代主題公園轉變。

期內錦繡中華接待遊客���萬人次，同比增長約��%；收入為�.��億港元，同比增長
��.��%；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0.��%。錦繡中華對村寨、演出、環
境設施等進行品質提升，積極開展目標市場促銷，實現學生團、企業團及網絡團大幅增
長。應對景區老化問題，已啟動整體改造規劃工作，佔地�0萬平米的首個改造主題片區
「茶馬古道」概念設計方案已獲通過，二零一一年將全面動工，一期項目預計於二零一一
年國慶節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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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新收購的嵩山景區和Trump Return Limited已持續經營一個完整年度，收入為�.0�億
港元，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扣除新收購景區公司按公允值入賬產生的優惠承購收
益，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嵩山景區合資首年接待遊客逾��0萬人次，較合資前錄
得高雙位數增長，主要致力於提升經營管理，加强營銷及宣傳力度，借助嵩山申遺成功
提升品牌形象，擴大與旅行社合作，大幅提升團隊接待量。

度假區業務

本集團度假區業務包括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珠海海泉灣（「珠海海泉灣」）及位於陝西省咸
陽市的咸陽海泉灣（「咸陽海泉灣」）。二零一零年，度假區業務仍受部分固定資產縮短折
舊年限導致的折舊費用約�.��億港元的影響，但受惠於內地休閒旅遊度假消費增長，收
入較去年增長��.��%至�.��億港元，股東應佔虧損則收窄至�.��億港元（上年股東應佔虧
損為�.��億港元）。

期內珠海海泉灣接待游客���萬人次，同比增長約�%。珠海海泉灣在鞏固珠三角市場的
基礎上，積極拓展周邊市場；創新產品、組合，豐富節慶活動，吸引遊客消費；繼續大
力拓展會議市場，會議相關收入同比增長約��%。全年共獲「中國休閒創新獎」、「嶺南十
大休閒名片」、廣東省首批「濱海旅遊示範景區」等近�0項榮譽稱號。珠海海泉灣部分固定
資產縮短折舊年限，已於二零一零年度折舊完畢。二期旅遊加地產項目的前期工作正在
穩步推進，計劃於二零一一年逐步啟動建設工程。

咸陽海泉灣抓住西安—咸陽城市一體化的機遇，確立中高端市場定位，提供高品質、差
異化的產品和服務，大幅提升人流及人均消費。期內收入及接待人次同比大幅增長約
�0%和��%。度假區內的《麗影泉情》演藝項目榮獲「大美陝西——讀者最喜愛的旅遊文化
演藝項目」第一名；溫泉中心榮獲「大美陝西——讀者最喜愛的旅遊休閒項目」第二名。配
套的五星級會議酒店主體建築已封頂，爭取於二零一一年底前開始營運；旅遊房地產項
目亦已進入前期籌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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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服務

本集團客運服務包括香港中旅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中汽」）、聯營公司信德
中旅船務投資有限公司（「信德中旅」）。二零一零年，客運服務收入為�.0�億港元，較上
年增長�.��%；股東應佔虧損為�.��億港元（上年同期盈利0.��億港元），主要受對信德中
旅投資成本作減值準備�.��億港元的影響。

年內中汽接載旅客���萬人次，較去年輕微增長；收入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
股東應佔利潤為0.��億港元，同比減少�0.0�%，若扣除中汽二零零九年新收購項目按公
允值入賬產生的優惠承購收益，同比增長��.��%。中汽在油價高企及跨境客運市場競爭
激烈的情況下，加強營銷合作，調整運力投放，長綫班車業務增長�.�%；在短綫「全日
通」沿線加設站點及調整票價，保持營收；澳門中汽調整線路運行策略，並在節假日增班
次、調票價，經營、利潤指標創出歷史新高。面對市場競爭及變化，中汽將積極尋找新
的發展機遇，實現從跨境客運服務商向綜合旅運服務商轉變。

鑒於國際油價高企不下，香港至澳門航線市場競爭激烈，令信德中旅經營受到影響。信
德中旅自二零零八年以來營運狀態未如本集團預期理想，基於審慎原則，本集團於年內
對信德中旅的投資成本作出減值準備�.��億港元，導致本集團分佔信德中旅虧損擴大至
�.�0億港元，若扣除減值準備影響，本集團分佔之虧損為0.��億港元（上年分佔之虧損為
��.�萬港元）。是次減值，是本集團以投資項目營運角度作出的。惟其如此，信德中旅雙
方股東將致力促使信德中旅進一步改善營運業績，並積極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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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會所業務

二零一零年，港中旅聚豪（深圳）高爾夫球會（「球會」）仍處於邊改造邊經營的狀態，收入
為0.�億港元，同比增長��.��%；股東應佔虧損為0.�億港元（上年同期的虧損（包括處置一
項資產）為0.��億港元)。二月底，二十七洞戴伊球場改造完成後立即投入營運。球會走高
端路綫，提高圢球收費水平；啟動會籍升級及新會籍銷售工作；提升服務、品牌，被評
為二零一零年度中國十佳新球場。十八洞荷德贊球場及新會所工程現已完工，��洞球場
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開業，並將伺機啟動少量房地產開發項目。

演藝業務

二零一零年，演藝業務收入為0.��億港元，較上年增長��.��%；股東應佔利潤為�.�萬港
元。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有限公司（「天創公司」）在繼續做好內地常態演出及創意策劃
工作的同時，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功夫傳奇》劇目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在自置的美
國密蘇里州布蘭森白宮劇院開始駐場演出，期內共演出���場，獲廣泛好評。在全球最
大的微博網站Twitter上，《功夫傳奇》被觀眾評選為布蘭森之友「二零一零年最佳新演出劇
目」。同時，推進與奧地利維也納控股集團合作，加快將《功夫傳奇》劇目帶入歐洲市場。

發電業務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公司－陝西渭河發電有限公司（「渭電」）利潤為�.0�億
港元，同比增長��.��%。在電力供過於求及煤炭量緊價漲的情況下，渭電保電量、控成
本、保安全，穩步經營。

出售交易完成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與中旅（集團）及其全資附屬公司譽滿（香港）有限公司
簽訂有條件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0�億港元出售本集團於內地之旅行社業務，這項交
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完成（交易詳情可參考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發出的
通函）。



- �� -

成立合資公司及輸出管理事項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河南省信陽市與河南雞公山文化旅遊集團有限
公司合資成立了港中旅（信陽）雞公山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合資公司」），共同經營及
開發雞公山風景名勝區。本集團以現金出資人民幣�.��億元，佔合資公司��%股權。雞公
山為中國四大避暑勝地之一及國家�A級旅遊景區，合資雙方期望把雞公山打造成為中國
山地旅遊休閒度假新亮點。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天瑞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框架協議，採用輸出管
理模式，輸出「海泉灣」品牌，並派出專業管理團隊，協助業主開發、管理平頂山酒店、
溫泉等綜合旅遊資源。

企業社會責任

二零一零年，香港中旅社開始承辦特區政府「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將在二零一零至
二零一二年期間組織�萬名香港學生到內地城市進行交流學習，年內已接待約�,�00名學
生，獲特區政府高度讚揚；組織旅行團赴貴州貧困區進行扶貧救災活動，並按「收一位遊
客，中旅社捐五元」的標準向當地政府提供捐助；承辦香港助學機構「苗圃行動」的茶馬古
道之旅，為內地貧窮學生募集學費。中酒公司編製《節能減排手冊》，在各酒店推廣節能
環保工作。本集團員工踴躍捐款，為玉樹地震災區、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送上關愛。

僱員人數及薪金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名僱員。本集團乃根據僱員工作
表現、專業經驗及行業趨勢釐定僱員酬金。管理層會定期對薪酬政策和方案作出評估。
除退休公積金及內部培訓計劃外，本集團按員工表現，向僱員酌情發放花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按行使價每股�.�0港元授出���,��0,000份購股權予合
資格員工及董事，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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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財務狀況良好，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款項為
��.��億港元，計息銀行及其它借款�.��億港元，負債與資本比率為��%。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規限本公司之主要控股公司中旅 
（集團），於貸款期內履行特別義務，該特別義務為中旅（集團）必須於貸款期內持有不少
於本公司總發行股本�0%的股權。違反此義務構成違約事件，其結果為根據相關條款及
情況，借款可能被借款人要求變為即時到期，有關貸款已使用額度詳列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欠貸款額 貸款最後到期日

 �億港元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未償還款項之利息乃按0.�����厘計算，貸款由本公司作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固定資產是以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方
式持有。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0.��億港元為銀行定期存款抵押及0.��億港元為
資產抵押；資本承擔支出為�.�0億港元，本集團沒有重大的或然負債。

業務展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二零一一年全球經濟將繼續緩慢復蘇，但仍不均衡，其
中中國的經濟增速仍然相對較快。「十二五」時期是中國旅遊業培育、發展成為國民經
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黃金時期，預期中國經濟將持續平穩較快發展，旅遊業發展環境在
政策扶持下不斷優化，基礎設施不斷改善，旅遊更加便利；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收入增
加，旅遊需求更加旺盛。同時也存在不利因素，如通脹預期及國際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
等，但總體來說，旅遊業發展機遇大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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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旅游業務已走出低谷，唯各項業務發展不盡均衡，個別業務仍面對較大挑戰。本
集團將繼續重點改善兩個海泉灣等企業的經營，推進產品升級，擴大市場佔有率，並穩
步推進兩個海泉灣的旅遊加房地產項目開發進程，推動良性發展。錦繡中華啟動整體升
級改造，將拉動未來盈利增長，二零一一年重點抓好「茶馬古道」項目的實施工作，一期
項目爭取於二零一一年國慶節推出市場。繼續抓好旅遊資源佈局，通過併購、輸出管理
等方式佔有更多山地景區資源，發展壯大港中旅山地旅遊品牌，提升盈利及實現資產長
遠增值；同時推進嵩山景區產業鏈延伸項目的實施，鷄公山景區別墅和賓館修葺。客運
業務積極尋找新的發展機遇，促進業務升級轉型。本集團將充份利用上市平台，伺機實
施符合發展方向的資本運營策略及融資手段，實現跨躍式發展。

本集團在國際金融海嘯後冷靜應對，致力經營，業務實現恢復性增長。雖然宏觀經濟及
旅遊業經營環境總體向好的基調不變，但最近日本東部突發的突大地震、海嘯後對區內
的影響還有待觀察，本集團對近期業務發展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隨著旅遊房地產項目
的有序開發，將為本集團中、長期發展增添動力。本集團將把握「十二五」時期旅遊業的
發展機遇，努力為股東提供更佳回報。

末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一港仙（二零
零九年：無）。

如上述建議之股息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
東批准，該等建議股息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止期間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享有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凡
擬享有上述建議末期股息資格之人士，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位
於香港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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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以下所述的偏離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十二個月會計期間
內，已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中的所有守則條文：

－ 就A.�.�條守則條文而言，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無指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的章程
細則，他們至少每三年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

－ 守則條文E.�.�規定，董事局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董事局主席由於其他
業務承擔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董事局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特定查詢，彼等確認於回顧期內均已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王敏剛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史習陶
先生及陳永棋先生。審核委員會跟管理層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
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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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全部相關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稍後寄發給股東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頁 
(http://www.hkexnews.hk) 內刊登。

承董事局命
張學武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董事

於本公佈日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張學武先生、鄭河水先生、盧瑞安先生、姜岩女士、方小榕先生、張逢春先生、許慕韓
先生及傳卓洋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方潤華博士、王敏剛先生、史習陶先生及陳永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