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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verseas Chinese Town (Asia) Holdings Limited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合併業績，
以及二零一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收入 � 644,776  ��0,���

銷售成本  (518,748 ) (���,��� )    

毛利  126,028  ��,�0�

其他收入  5,871  �,���
其他溢利╱（虧損）淨額 � 12,827  (��� )
分銷成本  (39,560 ) (�0,��� )
行政費用  (41,621 ) (��,��� )
其他經營開支  (85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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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溢利  62,691  �0,���

融資成本 � (26,031 ) (�,���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766 ) �,���    

除稅前溢利 � 34,894  ��,��0

所得稅 � (19,524 ) (�,��� )    

期間溢利  15,370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90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64  –    

期間溢利  15,370  ��,���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  0.027  0.0��    

 攤薄  0.0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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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  15,370  ��,���    

期間其他綜合收入（稅後及重分類調整後）：
匯兌差額：
 －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335 ) �,���        

期間綜合收入  15,035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571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64  –    

期間綜合收入  15,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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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532,71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4,873  �,���,���
－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  736,641  ���,���
無形資產  190  ���
商譽  266,625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2,802  ��,���
其他金融資產  4,320  �,��0
遞延稅項資產  59,998  ��,���    

  3,018,159  �,0��,���    

流動資產

存貨  1,841,776  �,���,���
預繳稅項  1,500  –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 365,452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0 886,464  �,00�,���    

  3,095,192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 1,333,784  �,���,��0
預收款項  1,096,077  ���,���
銀行貸款  13,408  ��,�0�
關聯人士貸款  353,218  ���,���
本期稅項  4,997  ��,���    

  2,801,484  �,���,���        

流動資產淨值  293,708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11,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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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4,303  ��,���
關聯人士貸款  1,100,000  �,�00,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4,870  ��,���    

  1,259,173  �,���,���        

資產淨值  2,052,694  �,0��,�0�    

資本和儲備

股本 �� 48,273  ��,���
儲備 �� 1,378,447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426,720  �,���,���
非控股股東權益  625,974  ���,��0    

權益總額  2,052,69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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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附註（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聯交所頒布的上市條例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
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本中期財務
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批准許可發出。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一致，除預計二零一一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新訂及修訂之會計政策外。有關本集團於二
零一一年採用的會計準則已載列於附註�。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要求編制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需作出對會計政策應用和中
期財務報表日的資產、負債以及截至報表日止期間收入和支出數額產生影響的判斷、估計
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摘要說明附註。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
合併財務報表包含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告以
來的財政狀況和業績的變動而言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
註並未載列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核數師審核和審閱，但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
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資料均源自這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一日出具的報告中，就這些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了一系列經修改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一項新訂詮釋，這些準則及詮
釋在本集團和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以上發展與本集團財務報告相關的影響列示
如下：

‧ 香港財務會計準則第��號《關聯方披露》（�00�年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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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採用現時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備或詮釋。

其餘準則的改進主要為關於本集團所適用財務報告披露要求之說明。這些修訂並未對本中
期財務報告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a) 報告分部資訊

 旅遊、地產及
 其相關業務 包裝製造分部 合計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交易收入 248,666  –  396,110  ��0,���  644,776  ��0,���
分部間交易收入 –  –  –  –  –  –           

報告分部收入小計 248,666  –  396,110  ��0,���  644,776  ��0,���
           

報告分部淨利潤 (242 ) �,���  14,148  �,���  13,906  ��,���
           

(b) 須報告分部收益及損益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13,906  ��,���
分部間溢利抵銷  –  –    

由集團外部客戶獲得的報告分部利潤  13,906  ��,���    

合併溢利  13,906  ��,���    

4 經營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物業開發以及開發經營旅遊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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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入指向客戶供應貨品之銷售價值（扣除增值稅）及旅遊、地產及其它相關業務，包括
物業銷售收入、投資物業租賃收入，主題公園門票銷售收入及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紙箱及紙製品銷售  396,110  ��0,���
旅遊、地產及其他相關業務  248,666  –    

  644,776  ��0,���    

旅遊、地產及其它相關業務收入來自成都天府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成都華僑城」），
其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一日被併為本公司之子公司。

5 其他溢利╱（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3,396  ���
匯兌收益╱（虧損）  9,183  (�,��� )
其他  248  ��    

  12,827  (��� )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423  ��0
關聯人士貸款利息  31,743  ���    

借款利息  32,166  �,���
減：資本化於在建物業之借貸成本  (6,135 ) –    

  26,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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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攤銷  14  –
折舊  82,942  ��,�0�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減值虧損  714  �,��0
存貨撇減  46  ���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扣除直接開支人民幣�,���,000元後淨支出  2,418  –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496  �,���
－中國土地增值稅  14,985  –   

  27,481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7,957 ) (� )      

  19,524  �,���    

(i)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於本會計期間，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
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任何所得稅（二零一零年：無）。

由於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任何香港的應評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二零一零年：無）。

根據中國所得稅條例及規則，中國子公司之稅項按中國有關城市之適當現時稅率收
取，有關稅率介乎��% – ��%（二零一零年：��% – ��%）。若干附屬公司享有稅務優
惠期，期內由其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全數免繳中國所得稅，並於隨後三年可減半繳納
中國所得稅（「兩免三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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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第��號通知，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率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由��%減至��%; 而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則於五年過渡期
間內逐步由��%調升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0%、二零一零年��%、二
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以後��%）。倘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前尚未獲利而
未能享有兩免三減半稅務優惠，則中國附屬公司可於二零零八年及以後享有該稅務優
惠。

此外，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向外國投資者宣派股息須繳交�0%預提所得
稅。若中國與投資者所屬司法權區簽有稅收協定，則可使用較低預提所得稅率。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國簽訂對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偷漏稅的安排，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向香港控股公司所宣派的股息須按�%繳交預提所得稅。

(ii) 中國土地增值稅

於中國銷售或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樓宇及附屬設施的全部收入除去可抵扣支出（包
括土地使用權租賃費用及所有物業開發支出）均須按有關增值�0%至�0%的累進稅率繳
納土地增值稅，包含在合併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中。本集團根據相關稅務法規估計土
地額值稅撥備。倘該等事宜最終由稅務部門決定的稅務結果與初步入賬的金額不同，
則有關差額會影響計算所涉期間的土地增值稅計算。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元），
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股
（二零一零年：��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元），
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股（攤薄）
（二零一零年：���,���,���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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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

結算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其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期內  213,429  ���,�0�
逾期三個月內  31,150  ��,���
逾期六個月內但多於三個月  587  �,��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  245,166  ���,0��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120,286  �0,0��   

  365,452  ���,���    

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客戶三十天至九十天的信貸期。視乎磋商結果，業務記錄良好的若
干客戶或可獲得延長信貸期。

10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886,464  �,00�,���    

11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或於要求時償還  537,267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  40,406  ��,���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577,673  ���,���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756,111  ���,���   

  1,333,7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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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涉及上個財政年度、並於本中期期內批准及已派付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個財政年度、本中期期內批准及已派付
 的末期股息每股�港仙（相當於每股
 人民幣�.��分）（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港仙（相當於
 每股人民幣�.0�分））  13,190  �,�0�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b) 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本公司以每股港幣�元分別向其控股公司Pacific Climax 
Limited及公眾配發了��,�00,000股和�0,000,000股面值港幣0.�元之股份。

(c) 撥作儲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儲備作轉撥。

一般儲備金可用作抵償往年度之虧損（如有），及可轉為繳足股本，惟轉換後一般儲備
金之餘額不得少於註冊資本之��%。

(d)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i)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七日發行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七日，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00,000份和��,�00,000份
購股權被發行予若干董事及僱員。每份購股權授予持有人認購本公司面值0.�港
元的普通股的選擇並以股份實物支付，購股權即時歸屬，並可於其後十年間內
行使。行使價為�.��港元。本期內並無購股權被作廢或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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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二
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0,000份、��0,000份、
�,��0,000份、�,��0,000份及�,��0,000份本公司購股權以每股�.��港元被行使以
購買面值港幣0.�港元的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該購股權計劃終止，
一項新的購股權計劃被採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原計劃下發行在外的
��0,000份剩餘購股權在�年零�個月的合同期內仍然有效並可被行權。

(ii)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發行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根據本公司新的購股權計劃，�00,000份及��,�00,000份
購股權被發行予本公司若干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每份購股權授予持有人認購本
公司面值0.�港元的普通股的選擇並以股份實物支付。購股權可於接納提呈授出
之日期起至授出日期後五年內期間，根據下列歸屬條款予以行使：

可行使購股權最高百分比 行使購股權有關百分比
 （包括早前已行使購股權百分比）  之期間

�0% 於授出日期屆滿兩年後直至授出日期
  後三年內期間之任何時間

�0% 於授出日期屆滿三年後直至授出日期
  後四年內期間之任何時間

�00% 於授出日期屆滿四年後直至授出日期
  後五年內期間之任何時間

行權價為港幣�.0�元。除因身故外，承授人的購股權將在其不再為本集團之僱員
時作廢。本期內並無購股權被作廢或到期。

計算授予日公允價值之參數

在計算授予日即�0��年�月�日之購股權支付計劃之公允價值時考慮了下列參數：

預計可行權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

於授予日公允價值  �.0�  �.�0  �.��
於授予日股價  �.0�  �.0�  �.0�
行權價  �.0�  �.0�  �.0�
預計波幅  ��.��%  ��.��%  ��.��%
購股權年期  �年  �年  �年
預計股利  0.��%  0.��%  0.��%
無風險利率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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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波動性為參考本公司及與購股權年期類似的可資比較公司的平均股價波動
性的估計值。

預計股利基於管理層的最佳估計。無風險利率參考了香港外匯基金債券收益
率。

無市場條件與該�0��年�月�日之購股權相關。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確認的�0��年�月�日發行之購股權相關費用為人
民幣�,���,000元。

(iii) 購股權數量和加權平均行權價列示如下：

 2011 �0�0
 加權平均  購股權  加權平均  購股權
 行權價格  數量  行權價格  數量
	 HKD		 ’000		 HKD		 ’000

期初發行在外之購股權 1.41  4,430  �.��  ��,��0
本期授予 4.04  30,100  –  –
本期行權 1.41  (3,710 ) �.��  (�,��0 )       

期末發行在外之購股權 3.98  30,820  �.��  �,��0
       

按上述購股權計劃中的有關規定，其行權價為(i)授出購股權日期於香港聯交所
（聯交所）買賣之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購股權之日期前五個營業日
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iii)於購股權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之面值，以較高
者為準。

就授予購股權所獲得服務的公允價值是參照所授予購股權的公允價值計算。所
獲得服務的公允價值估計是以「柏力克－舒爾斯」購股權定價模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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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與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憑借著豐富的經驗和優質的產品，在經濟環境有所改善和市場需求
逐步回暖的推動下，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成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
本集團實現經營收入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毛利率約��.�%，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七點一個百分點；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萬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上升��.�%。

紙包裝業務

本集團於包裝印刷行業擁有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並於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及長三
角地區擁有四個生產基地及數個分支機構，鑄造了具有良好客戶基礎及市場聲譽的「華
力」品牌。

�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保持增長，包裝印刷行業需求逐步回暖。但是，日本大地
震以及歐美經濟波動，加上原材料價格始終在高位徘徊，仍然對整個行業帶來一定的衝
擊。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因應市場變化，採取新的策略，產品銷售隨重要客戶遷移至新
興的製造中心，於湖北省武漢市及江蘇省昆山市開設了分支機構，擴大本集團的業務版
圖。在持續推出新產品的同時，本集團加強與創意文化產業融合，紙文化創意產品獲選
為廣東省文化產業「十二五」重點項目。此外，本集團於部分廠房試點實施VMI（供應商管
理庫存）管理模式，為客戶提供更好服務，提升市場競爭力。

旅遊、地產及其相關業務

本集團持有成都天府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成都華僑城」）��%股權及西安華僑城實
業有限公司（「西安華僑城」）��%股權。

成都華僑城擁有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三環路外沙西線兩側之地塊，是一以旅遊
地產為特色的成片綜合開發的大型項目，當中包括主題公園、住宅物業及商業，總建築
面積約為���萬平方米。成都華僑城主題公園「成都歡樂谷」是中國西南部地區旅遊勝地，
於回顧期內共接待遊客約�00萬人次。成都歡樂谷於今年�月提高門票價格，預計從下
半年起銷售收入將進一步提高。大型表演《天府蜀韻》亦於今年上半年正式公演，反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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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預計將為主題公園帶來更廣泛的客源。成都華僑城住宅項目總可銷售面積約為���萬
平方米，其中目前正在銷售的住宅項目三期，總建築面積約��萬平方米，截至�0��年�月
�0日，預售面積達約��.�萬平方米。今年二月中旬，成都市推出住房限購政策。針對新
的市場情況，成都華僑城及時增加推廣渠道，調整銷售策略，近幾個月來，銷售量穩步
回升。成都華僑城商業物業目前可供出租的面積約為��,000平方米，出租率達��%。

西安華僑城擁有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區之地塊，主要產品為住宅物業。由於項目位
置優越，產品素質高，西安華僑城在當地市場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於回顧期內，西安華
僑城推出了一期部分產品，預售反應十分積極。今年六月底，西安華僑城於原有地塊周
邊又獲取兩塊土地，用地面積逾��,000平方米，總用地面積達到���,000平方米。

展望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形勢仍未明朗，我們預計全球經濟在下半年將緩慢回
暖。日本災後重建帶動各類商品需求，包裝產品亦可望受惠。本集團將秉承「質量取勝，
信譽立業」的經營理念，不斷創新，積極開拓，鞏固本集團於紙包裝業務的領先地位。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成都華僑城將繼續推進各項業務。成都歡樂谷全新項目體育公園預
計於今年年底完工；而包含大型室內高科技遊樂項目的成都歡樂谷二期亦將於今年下半
年啟動方案設計，並有望於�0��年正式營運。住宅項目方面，下半年將加大市埸推廣力
度，加快銷售速度。三期高層單位預計於今年年底交付使用；三期多層、低密度住宅以
及四期部分單位亦計劃於下半年傳統銷售旺季推出。由於結轉條件的原因，上半年成都
華僑城的地產收入結轉不多，預計大部分收入將於下半年體現。本公司對成都華僑城的
未來發展充滿信心，相信今年旅游地產業務的銷售收入將超越去年。西安華僑城年內亦
將推出第二批新盤，預計可於�0��年年中交付使用。西安華僑城將於今年內開始為本集
團貢獻投資收益。本集團預期中國政府於未來一段時間將持續推行針對地產行業的調控
政策，但是本集團認為這將有助於地產市場長遠健康發展。尤其是本集團主要涉足的旅
遊地產綜合開發項目，憑借其獨特的整體規劃及市場定位優勢，在國內居民消費水平持
續提高以及政府積極擴大內需的大環境下，仍然具有相當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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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穩定發展紙包裝業務的基礎上，將抓緊宏觀環境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充分
利用華僑城集團的支持和外部資源，積極獲取項目儲備，擴大本公司的規模，提升業績
增長潛力。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0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薪酬
水平、僱員經驗及表現釐定基本薪酬。僱員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會每年審閱。
除基本酬金和法定福利以外，本集團還參考集團業績和個人表現向員工發放花紅。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採納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以吸納及挽留優秀人才。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億元，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
�0.��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經營收入約為人民幣�.��
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主要由於期內增加旅遊、地產業務收入約人民
幣�.��億元，紙包裝業務收入約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毛利
率約為��.�%（二零一零年同期：��.�%），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七點一個百分點，其中
旅遊、地產業務毛利率約為��.�%，撇除此因素，紙包裝業務毛利率約為��.0%，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下降零點五個百分點，主要由於受到通貨膨脹影響，原材料價格較去年同期
上升，導致銷售成本增加；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
約��.�%，其中紙包裝業務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約
��.�%，旅遊、地產業務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萬元，主要是應佔聯營公司（西安華僑
城）開辦費約人民幣���萬元。

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萬元（二零一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約��.0%，其中成都華僑城分銷成本約人
民幣�,���萬元，撇除此費用，紙包裝業務分銷成本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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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萬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
民幣�,���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約���.�%，其中成都華僑城行政費用約人民幣
�,���萬元，紙包裝業務行政費用減少約人民幣���萬元。

利息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0�萬元，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萬元，其中成都華僑城利息開支約人民幣�,���萬元，撇
除此費用，紙包裝業務利息開支減少約人民幣��萬元，主要為期內平均貸款餘額下降所
致。

股息

經考慮公司長遠發展及積極參與潛在的投資機會，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存貨、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周轉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存貨周轉期（剔除成都華僑城）為��日，與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日相比較為縮短，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期內擴
大銷售，存貨轉化為應收帳款致存貨周轉期減少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應收賬款周轉期（剔除成都華僑城）為���日，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則為��日相比較為延長，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期內為擴大銷售而給予客戶較寬
鬆的信用期導致應收帳款周轉期增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
付賬款周轉期（剔除成都華僑城）為���日，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
���日持平。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億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
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億元），而流動負債則約為人民
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億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的流動比率為�.�0，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略微上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億元，其中並無定息貸款（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銀行貸款約人民幣�,���萬元，其中並無定息貸款）。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率為年利率�.0�%至�.��%（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率為年利率0.��%至�.��%）。
部分銀行借貸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提供擔保。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包括應付票據
及銀行貸款之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與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約��%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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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還銀行貸款總額中港元約佔�00%（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港元佔�00%）。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
額中人民幣約佔�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約佔�%（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美元約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保持穩健，且具備充裕的現金及銀行備用額以應付集團的承擔、
營運資金需要，並作為日後投資以擴充業務所需。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
幣、港元或美元計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營運或流動資金未
曾因匯率波動而面臨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採
用任何金融工具以作對沖用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或然負債。

重要事項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董事會採納新購股
權計劃（「新計劃」），並同時終止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日，本公司根據新計劃向本集團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0,�00,000份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華僑城集團公司（「華僑城集
團」）訂立紙箱買賣框架協議（「新紙箱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條件同意向華僑城集
團及其聯繫人士出售紙箱，有效期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為期三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新紙箱框架協議項下之年度上限分別不超過人民幣��0,000,000元、人民幣
���,000,000元及人民幣���,000,000元。雙方進一步協定，新紙箱框架協議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A章獲獨立股東批准後，本公司與華僑
城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訂立之紙箱買賣協議（有效期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將自動終止。新紙箱框架協議根據上市規
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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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司始終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董事會在向各董事作出仔細查詢後確認，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其操守守則所載
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未經
審核中期報告，並已討論本集團採用之內部監控、會計原則及慣例。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贖回其股份。同
期，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曉雯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發出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包括
王曉雯女士、謝梅女士及周光能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何海濱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黃慧玲女士、徐建先生及林誠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