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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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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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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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 YUAN HOLDINGS LIMITED
開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215）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業績

開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統稱「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
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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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99,419 59,629

銷售成本 (98,582) (81,575)
  

毛利╱（毛損） 837 (21,9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4,349 203
行政開支 (40,886) (76,367)
融資成本 (16,176) (13,978)
應佔溢利及虧損：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 294 310
聯營公司 99,324 (35,01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4 47,742 (146,788)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1,452) 2,14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虧損） 46,290 (144,646)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期間（虧損）╱溢利 6 (23,589) 589

  

期間溢利╱（虧損） 22,701 (144,05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085 (122,544)
非控股權益 (6,384) (21,513)

  

22,701 (144,05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就期間溢利╱（虧損）而言 0.3港仙 (1)港仙

  

－就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而言 0.5港仙 (1)港仙
  

攤薄
－就期間溢利╱（虧損）而言 0.3港仙 (1)港仙

  

－就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而言 0.5港仙 (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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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虧損） 22,701 (144,057)
  

境外業務換算之滙兌差額 86,868 42,657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86,868 42,657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09,569 (101,400)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5,953 (79,887)
非控股權益 (6,384) (21,513)

  

109,569 (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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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29,441 712,251
投資物業 – 98,88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4,546 44,904
無形資產 105,404 107,060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00,923 116,11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0 3,323,484 3,150,183
可供出售投資 5,592 5,471
其他長期資產 – 205

  

非流動資產總值 4,309,390 4,235,078
  

流動資產
存貨 1,032 3,983
應收賬款 11 51 18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222 12,69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197 3,37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2,00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23,773 133,086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股息 77,968 58,67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24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7,64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58,066 208,183

  

流動資產總值 475,309 439,838
  

資產總值 4,784,699 4,674,9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32,018 47,46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1,066 83,646
預收款項 43,206 88,93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5,181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8,347 40,374
融資租賃承擔 – 37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60,867 71,469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08,645 104,273
應付所得稅 38,914 39,470
可換股票據－即期部分 13 – 232,357

  

流動負債總額 468,244 708,023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7,065 (268,1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16,455 3,96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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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16,455 3,966,89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 14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408 8,533
遞延稅項負債 169,600 166,93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5,008 175,616
  

資產淨值 4,141,447 3,791,27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1,086,849 956,849
可換股票據權益部分 – 109,072
儲備 2,774,014 2,438,388

  

3,860,863 3,504,309

非控股權益 280,584 286,968
  

權益總額 4,141,447 3,79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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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附註
已發行
股本

可換股
票據

權益部分
股份
溢價*

購股權
儲備*

匯兌
儲備 *

保留
溢利*

其他
儲備*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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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956,849 109,072 666,823 51,053 183,062 1,524,400 13,050 3,504,309 286,968 3,791,277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86,868 29,085 – 115,953 (6,384) 109,569
兌換可換股票據 13 130,000 (109,072) 219,673 – – – – 240,601 – 240,60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86,849 – 886,496 51,053 269,930 1,553,485 13,050 3,860,863 280,584 4,141,4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附註
已發行
股本

可換股
票據

權益部分
股份
溢價*

購股權
儲備*

匯兌
儲備 *

保留
溢利*

其他
儲備*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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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942,733 109,072 640,784 17,226 50,548 1,423,152 12,239 3,195,754 411,245 3,606,999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42,657 (122,544) － (79,887) (21,513) (101,400)
股本結算購股權安排 16 － － － 44,636 － － － 44,636 － 44,63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42,733 109,072 640,784 61,862 93,205 1,300,608 12,239 3,160,503 389,732 3,550,235

          

* 此等儲備賬構成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報表內綜合儲備2,774,01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2,108,69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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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則為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178號華懋世紀廣場28樓。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包括附註10所詳述於從事鋼鐵及鋼鐵產品製
造及買賣業務之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期內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熱能供
應及物業投資。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及披露事宜，並
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

2.2 主要會計政策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惟採納以下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對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披露比較數據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呈列－供股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4號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對銷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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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已採納二零一零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當中載列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各業務單位之產品及服務組織，並劃分為以下三
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a) 熱能供應分部從事生產及供應熱能、安裝、建造及保養供熱系統以及
供熱管道管理業務，熱能供應範圍遍及天津市內廣大地區；

(b) 物業投資分部於北京投資商業辦公室、地下停車場及地下商場，以收
取潛在租金收入；且於上海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持有權益；及

(c) 鋼鐵製造及買賣投資分部於三家位於山東省從事鋼鐵及鋼鐵產品製
造及買賣業務之聯營公司中持有重大權益。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
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部溢利評估，從而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
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貫以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
損）計量，惟有關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本集團金融工具公平值
收益╱（虧損）以及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已抵押存款以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
公司資產，原因為此等資產乃按集團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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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熱能供應 物業投資

鋼鐵製造
及

買賣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99,005 414 – 99,41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 99,419
 

分部業績 (12,785) (2,056) 99,322 84,481
對賬：
利息收入 567
融資成本 (16,17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1,13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47,742
 

分部資產 992,322 242,644 3,323,211 4,558,177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26,52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4,784,699
 

分部資產 1,052,451 270,073 3,149,919 4,472,443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02,473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67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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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熱能供應 物業投資

鋼鐵製造
及

買賣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59,485 144 － 59,62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 59,629
 

分部業績 (38,249) 255 (35,021) (73,045)
對賬：
利息收入 193
融資成本 (13,97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9,96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146,788)
 

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
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提供服務成本 80,428 70,02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131 12,648
無形資產攤銷 3,483 4,716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585 1,627
匯兌虧損 2,715 477
融資成本 16,176 13,978
利息收入 (567) (20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9,852 14,323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 4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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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抵免）之
主要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 － －
香港利得稅 － －

  

－ －

遞延所得稅 1,452 (2,142)
  

期內所得稅開支╱（抵免） 1,452 (2,142)
  

香港利得稅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撥備。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
應課稅溢利，因此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即期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按照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國企業
所得稅法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所釐定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
應課稅溢利之法定稅率2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計提。由於本集團並無在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在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中並無作出中國內地利得稅撥備。

6.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宣佈董事會決定向Sheng Yua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SYFSGL」）出售開源證券有限公司（「開源證券」）。
SYFSGL為盛源控股有限公司（「盛源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盛源控股於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董事持有其62.39%股本權益。開源證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七日註冊成立，其唯一業務乃證券經紀及金融服務。期內，開源證券並無重
大業務。出售開源證券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完成，代價17,700,000
港元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全數支付。出售收益達2,322,04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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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本公司訂立協議，向第三方出售External Fame 
Limited (「External Fame」)。External Fame之唯一業務為持有北京博雅宏遠物
業有限公司及奧美高資源有限公司，兩間公司均於中國北京從事物業投
資業務。出售External Fame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完成。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開源證券及External 
Fame之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682 1,955
開支 (3,169) (50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12,649) －
融資成本 (698) (831)

  

已終止業務之（虧損）╱溢利 (14,834) 623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5 (9,795) －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溢利 (24,629) 623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有關除稅前（虧損）╱溢利 1,040 (34)

  

期間來自已終止業務（虧損）╱溢利 (23,589) 589
  

External Fame及開源證券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1,430) 3,609
投資活動 7 (235)
融資活動 (10,321) (597)

  

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744)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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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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溢利：
基本，來自已終止業務 （0.2）港仙 0.01港仙
攤薄，來自已終止業務 （0.2）港仙 0.01港仙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千港元）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盈利 (23,589) 589

股份數目（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加權平均數（附註 8） 9,625,952 9,427,33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加權平均數（附註 8） 9,636,478 9,427,333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
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9,625,952,00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27,333,14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
損）計算。計算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為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如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時所採用者）以及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被視為
已獲行使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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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金額乃根據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52,674 (123,133)
來自已終止業務 (23,589) 589

  

29,085 (122,544)
可換股票據利息 12,062 11,712

  

扣除可換股票據利息前本公司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41,147* (110,832)*

  

應佔：
持續經營業務 64,736* (111,421)*
已終止業務 (23,589) 589

  

41,147 (110,832)
  

股份數目（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625,952 9,427,333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購股權 10,526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636,478 9,427,333

  

* 由於兌換可換股票據會導致每股盈利增加或每股虧損減少且具有反攤薄影響，故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計入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成本為34,39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3,591,000港
元）。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為 22,13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64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金額為100,000港元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致錄得出售虧損淨額3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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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3,323,484 3,150,183
  

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名稱
法定

業務形式
註冊
成立地點 註冊資本

本集團
應佔擁有權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天津市梅江供熱運行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企業 中國天津 人民幣 2,000,000元 － 40% 銷售供熱物料

日照鋼鐵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企業 中國山東 人民幣100,000,000元 － 30% 製造及買賣鋼鐵產品

日照型鋼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企業 中國山東 人民幣100,000,000元 － 30% 製造及買賣鋼鐵產品

日照鋼鐵軋鋼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企業 中國山東 人民幣 80,000,000元 － 25% 製造及買賣鋼鐵產品

* 並非由香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或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全球網絡任何其他會員事務所
審核。

下表闡述摘錄自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報表（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集團會
計政策）之財務資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4,017,205 45,154,983
溢利╱（虧損） 418,156 (4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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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52,571,204 61,021,689
總負債 40,454,068 49,593,01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若干與本集團位於山東省之三間聯營公司有
關事項披露如下：

(a)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本集團三間聯營公司連同其母公司日照鋼鐵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其兩間同系附屬公司（統稱「日照鋼鐵集團」）與
國有公司山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山東鋼鐵集團」）訂立資產重組及合
作協議（「重組協議」）。根據重組協議，(a)日照鋼鐵集團及山東鋼鐵集
團共同投資於一間新合資企業（「新合資企業」），兩者將分別持有新合
資企業 33%及67%股份。新合資企業將於山東日照興建及經營鋼鐵製
造基地；(b)日照鋼鐵集團將向新合資企業轉讓其全部物業、廠房及設
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注入資產」）以及其有關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承
擔負債」）。注入資產及承擔負債之價值將由一間獨立估值公司評估，
並將待雙方相互確認及向山東省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提交
且獲其確認後生效。注入資產及承擔負債經協定價值之淨金額將構成
日照鋼鐵集團作出之注資。山東鋼鐵集團將按其持股量相同比例向
新合資企業注入現金。向新合資企業作出之注資須自重組協議日期
起計180日內完成（「完成」）。注資有待簽立所有有關重組之法律文件後
方告完成；及 (c)自完成至新合資企業第一期項目營運開始止期間（「過
渡期間」），日照鋼鐵集團可向新合資企業租回注入資產，並繼續自行
酌情營運注入資產。日照鋼鐵集團向新合資企業應付之租金費用將
由雙方磋商後釐定。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日照鋼鐵集團與山東鋼鐵集團訂立一份
協議（「第二份重組協議」）。根據第二份重組協議，(a)日照鋼鐵集團與
山東鋼鐵集團同意按重組協議所述基本框架進行重組；(b)重組將以
一次性收購日照鋼鐵集團所持資產的方式完成；(c)盡職審查、資產評
估及審計等收購相關程序將即時開展；及 (d)日照鋼鐵集團與山東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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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集團根據上文所述程序（包括盡職審查、資產評估及審計）之結果，
進一步磋商並確定上文提及之一次性資產收購的最終範圍及代價，
並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收購的交割。

截至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上述收購之相關商討仍在進行
且尚未完成。

11.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1 183

減：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 －
  

51 183
  

應收賬款並不計息。

就熱能供應收入及熱能供應設施接駁收入而言，本集團一般預先收取有
關費用。其他費用收入之付款條款乃由本集團與交易方預先釐定。應收賬
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以上 51 183
  

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
應收賬款作出減值撥備。

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32,018 27,465
應付票據 － 20,000

  

32,018 4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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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為免息及一般須於90日內清償。應付賬款並無賬齡超過一年之重
大結餘。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限
內清付。

應付賬款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呈報期間結束日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以內 214 1,758
1至3個月 4,132 4,013
3個月以上 27,672 41,694

  

32,018 47,465
  

13.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胡翼時先生訂
立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以向後者發行26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票
據持有人可選擇於截至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起計第二週年（「到期日」）止期
間將可換股票據兌換成1,50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即換股價為每股0.177
港元）。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以年利率3.5厘計息，並須每年支付。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二日，可換股票據已發行予胡翼時先生。

可換股票據被視為複合金融工具，其負債部分之公平值乃按於發行日期
就並無換股權之類似債券所用等同巿場利率估計。餘額（即整體複合金融
工具之公平值減負債部分）分配予權益部分，並計入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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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可換股票據已分拆為負債及權益部分，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六月三十日之權益部分 (i) － 109,072
  

於一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232,357 206,630
利息支出 12,062 11,712
已付利息 (3,818) (3,994)
兌換可換股票據 (i) (240,601) －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2,436

  

於六月三十日之負債部分 － 216,784
  

(i)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胡翼時先生已將本金額為35,4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兌
換成200,000,000股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胡翼時先生已將本金額為230,100,000港元之所有餘下
可換股票據兌換成1,300,000,000股股份。

14. 已發行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9,568,493 9,427,333 956,849 942,733
兌換可換股票據 1,300,000 – 130,000 –

    

於六月三十日 10,868,493 9,427,333 1,086,849 942,733
    

15. 出售附屬公司

誠如附註6所詳述，本集團於期內向一關連公司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及向一
第三方公司出售另一間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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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所出售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40
投資物業 86,235
無形資產 500
其他長期資產 20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9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9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714)

 

99,495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附註6） (9,795)
 

89,700
 

以下列方式償付：
現金 89,700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現金代價 89,700
所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97)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入淨額 78,903
 

16.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日通過之決
議案採納，主要目的為獎勵董事及合資格僱員，該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四
月十七日屆滿。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之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根據該計劃，所有已根據該計劃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
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一名參與者可
能獲授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最高數目，加上根據該計劃已發行及可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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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根據該計劃不時之已發行及可予發行股份總數
25%。授出購股權之建議，可於建議日期起計28日內向本公司交回已簽署
之接納書連同代價1.00港元予以接納。獲授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釐定。
所獲授購股權所涉及股份之認購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於任何情況下
須為以下各項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日報表所報
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日報表所
報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面值。

購股權並無賦予持有人收取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表決之權利。

期內概無購股權根據該計劃獲授出、被沒收、獲行使或已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購股
權之行使價及行使期如下：

承授人
購股權
數目

行使價
每股 行使期

千份 港元

本公司董事 43,720 0.205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71,000 0.265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112,000 0.350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111,780 0.330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338,500
 

其他僱員 108,000 0.350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94,260 0.330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202,260
 

540,760
 

*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一名董事已按行使價 0.205港元行使 43,720,000份
購股權。

由於期內並無授出新購股權，故本集團並無確認期內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
支出。截至二零一零年底，有關過往授出購股權之全部支出已獲確認（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63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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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本集團就授予本集團持有 16%股本權益之天津市津熱物流有限公司最多
120,250,120港元之銀行融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647,000港
元），向一間銀行提供無償擔保。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融資已動
用約 59,601,86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823,500港元）。由於
本公司董事相信不大可能須流出資金以償付責任，故本集團並無於簡明
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擔保撥備。

18. 呈報期間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一名董事已按行使價 0.205港元行使
43,720,000份購股權（見財務報表附註16之披露）。呈報期間結束後並無其他
重大事項。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因附註 6所詳述之呈報已終止業務而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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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資比較期間」）約59,600,000
港元增加至約 99,400,000港元。營業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熱能供應業務營
業額上升。於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溢利約22,700,000港元，而可資比較期間則
錄得虧損約144,100,000港元，此乃主要歸因於 i)本集團分佔從事鋼鐵製造及買
賣之聯營公司之溢利增加；ii)本集團之熱能供應業務虧損減少，此乃由於熱能
供應及管道接駁服務之收益有所改善；及 iii)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購股權
導致股份付款減少。扣除非控股權益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中期期間溢利約為
29,100,000港元，即每股基本盈利為 0.3港仙。

本集團業務於中期期間之分部回顧如下：

鋼鐵製造及買賣投資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從事鋼鐵製造之聯營公司日照鋼鐵有限公司、日照型鋼有
限公司及日照鋼鐵軋鋼有限公司繼續以接近設計產能水平生產。於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鋼鐵產品及鐵礦價格上落不定，可見鋼鐵市場波動。另一方面，誠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之公告所披露，有關根據該等聯營公司
與山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所訂立第二份重組協議的
建議資產收購之進度截至本報告日期仍在進行。本公司將在需要時按上市規
則規定就上述事項之任何最新發展作出進一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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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供應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熱能供應業務貢獻營業額約99,000,000港元，而可比較期間
之營業額則約為59,500,000港元。收益上升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熱能供應業務所覆
蓋地區之熱能供應費用及接駁費用增加。儘管收益上升，本集團熱能供應設施
並未達最有效程度，且熱能生產固定成本結構相對欠缺彈性。本集團錄得分部
虧損約12,800,000港元，可資比較期間虧損則約為38,200,000港元。於中期期間，
由本集團於天津從事熱能供應之附屬公司所經營三個供熱項目（即梅江項目、
金廈新都項目及西青南河項目）之供熱覆蓋面積增加，由二零一零╱一一年供
熱季節約5,100,000平方米增加至二零一一╱一二年供熱季節約5,300,000平方米。

物業投資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商用物業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增加至約400,000
港元，而可資比較期間則約為100,000港元。中期期間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
部虧損由可資比較期間約100,000港元增加至約2,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八日，本集團完成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External Fame Limited，該公司於北
京持有32個辦公室單位及兩層地下停車場。

於上海，上海地下商城有限公司（「地下商城」）之業務增加至約29,400,000港元，
而可資比較期間則為 25,600,000港元。地下商城於本期間貢獻溢利約 300,000港
元，而可資比較期間則約 300,000港元。

前景

鋼鐵製造及買賣投資

預期鋼鐵業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挑戰重重，環球市場氣氛及材料價格均呈
重大不明朗因素。由於本集團聯營公司從事之鋼鐵製造及買賣業務擁有現代
管理專業人才並維持強健之邊際利潤，故本集團有信心，其聯營公司之營運將
繼續於業內類似營業者中表現突出。

倘契機出現，本公司將就經營買賣製鋼所用鐵礦石及材料業務尋求擴展之可
能性。

熱能供應

本集團熱能供應業務為天津市西南部地區不可或缺之公眾服務。儘管來自本
集團供熱項目之表現仍然因經營未達致最佳規模以及經營成本不斷上漲而面
對挑戰，惟預期當天津市物業發展之增長步伐加快，本集團之供熱項目將可產
生穩定收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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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中國物業市場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面對挑戰，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市況及不時
審視其非核心物業投資組合，務求把握市場機遇，帶來最佳回報。

未來展望

本集團從事之業務組合包含對國家發展而言舉足輕重之業務，包括熱能供應
以及鋼鐵製造及買賣投資業務。本集團將對所有潛在商機保持警覺，並考慮擴
充其業務組合，旨在為權益相關者提升回報及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4,784,700,000
港元及4,141,400,000港元，而可比較期間則為4,674,900,000港元及 3,791,3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約為 258,1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5,800,000港元），增幅為14.3%，此乃主要
由於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出售辦公室物業。因此，於中期期間，流動資產增加
8.1%至約475,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9,800,000港元）。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尚未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 66,3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000,000港元），其中約60,900,000港元於一年內
到期償還。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1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值268,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總借貸╱資產總值）繼續維持於3.6%之低水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

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已出售其所有位於北京之32個辦公室單位及兩層地下停車場，總代價
約為72,000,000港元。

本集團已出售其於全資附屬公司開源證券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代價為17,7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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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均位於中國。有關該等業務之貸款及借貸大多以當地貨幣計值，以
配合相關地方開支，從而降低外匯波動產生之風險。然而，由於本集團總部之
營運支出以港元產生，或會由於人民幣幣值波動而於換算及兌換人民幣與港
元之間互相換算及兌換時產生外匯風險。此外，本集團來自天津供熱旗下一間
附屬公司之小部分借貸以美元計值，故可能因人民幣兌美元匯價波動而產生
外匯風險。然而，由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外幣，加上並無可被廣泛應
用而具成本效益之對沖工具，故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並無進一步實行對沖，亦無
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為對沖用途。本集團將不時審視及監察外匯風險，並於合
適及需要時考慮作出外匯對沖安排。

或然負債

期內本集團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7。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98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6名）。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計劃及公積金
計劃。此外，本集團採納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及獎勵對本集團之經營成就作出貢
獻之合資格參與人士。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巿證券

於中期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巿
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致力保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彼等竭力檢討及提高本
集團之內部監控政策和程序，並參考本地及國際發展，採取最佳常規。

董事會已設立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規定之企業管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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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於
下列方面有所偏離：

－ A4.1非執行董事並無具體任期。然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
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
足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有關條文之基本目標。

－ A4.2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主席於任期內毋須輪值告退或於確定每年須
退任董事人數時被計算在內。董事會認為，擔任該等要職之人士繼續領導
本公司，對本公司之穩定性和增長乃屬及應屬重要，因此，董事會認為，
目前該項要職不應受輪值退任規限或限制於有限期間內任職。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等事項。隨著本公司持續發展及增長，本公司將繼續監察
及修訂本公司之管治政策，以確保此等政策符合股東要求之一般規則及標準。
本公司現時仍在物色合適人選填補行政總裁之空缺，本公司將於符合上市規
則之此項規定時另行刊發公佈。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譚新榮先生、吳志彬先生及賀弋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具有財務事宜上之合適專業資歷及經驗。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和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守則成立具有特定職權範圍之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負責就本公司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聘用政策及酬金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薪酬委員會包括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目前成員
包括鄺慧敏女士、羅永志先生、吳志彬先生、譚新榮先生及賀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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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目前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目前成員包括
鄺慧敏女士、羅永志先生、吳志彬先生、譚新榮先生及賀弋先生。提名委員會
之職權範圍包括二零零五年九月守則守則條文A.4.5所載之特定職責。根據其
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須（其中包括）審閱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如有需
要時就變動提供建議、物色合資格人選加盟董事會、挑選董事人選或就此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及就有關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
以及董事之接班安排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之接班安排。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有關條款並不寬鬆於上市
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
標準。本公司已與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及本公司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本公司網站刊登詳細業績公告

上市規則附錄 16第46(1)至46(6)段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本公司
網站http://www.kaiyuanholdings.com。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薛健先生、鄺慧敏女士及羅永志先生；非執
行董事胡翼時先生及胡錦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新榮先生、吳志彬先
生及賀弋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開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鄺慧敏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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