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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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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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南華集團南華集團南華集團南華集團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265））））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南華集團有限公司

*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2 123,774  105,196 
銷售成本  (69,262)  (51,768) 
     
毛利  54,512  53,428 
其他收入  4,706  3,931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公平值虧損  (10,161)  (18,582) 
銷售及分銷成本  (3,918)  (3,691) 
行政費用  (49,483)  (48,626) 
股份代繳補償  -  (2,872)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233)  (1,203)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    2 (5,577)  (17,615) 
財務費用 3 (4,240)  (2,502)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7)  (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 (9,824)  (20,118) 
所得稅 5 (2,399)  (2,67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期間虧損期間虧損期間虧損     (12,223)  (22,792) 
        
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        
來自來自來自來自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之之之之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6 (155)  (3,521)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2,378)  (26,31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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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分佔方：        
-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  (10,330)  (26,191)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48)  (122) 
  (12,378)  (26,313) 

     
本公司擁有本公司擁有本公司擁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人應佔每股虧損人應佔每股虧損人應佔每股虧損    7    
----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本期間虧損  (0.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4)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2)港仙 

     

----    經攤薄經攤薄經攤薄經攤薄        

本期間虧損  (0.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4)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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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本期間虧損     (12,378)  (26,313) 

        
其他綜合全面其他綜合全面其他綜合全面其他綜合全面收收收收益益益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改變   6,413  (641) 
折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29  (17) 
出售附屬公司時所解除之匯兌差額  (430)  - 
     
本期間其他綜合全面本期間其他綜合全面本期間其他綜合全面本期間其他綜合全面收收收收益益益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7,912  (658) 
     
本期間總綜合全面本期間總綜合全面本期間總綜合全面本期間總綜合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466)  (26,971) 

     
分佔方：     
----    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本公司擁有人     (3,361)  (26,849)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05)  (122) 
     
  (4,466)  (2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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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財務狀況表財務狀況表財務狀況表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877  18,227 
投資物業     25,200  25,2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17,726 
聯營公司權益  711  702 
生物資產  -  1,26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 39,579  33,166 
其他非流動資產 9 27,844  27,345 
商譽  5,500  5,5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6,711  129,130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3,564  48,720 
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 10 304,414  257,241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 11 33,789  43,950 
應收聯屬方  -  2,037 
墊付予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  6,601  1,6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835  16,88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7,546  65,998 
     
流動資產總值  461,749  436,525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 12 231,442  197,466 
附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94,768  109,765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墊款  5,187  404 
應付稅項  3,216  2,060 
     
流動負債總值  334,613  309,695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27,136  126,8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3,847  25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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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股東墊款  55,213  62,860 
遞延稅項負債  2,385  2,385 
     
非流動負債總值  57,598  65,245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86,249  190,715 

     
股本權益股本權益股本權益股本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5,584  45,584 
儲備  100,811  104,172 

     
  146,395  149,756 
非控股股東權益  39,854  40,959 
     
股本權益總值  186,249  190,71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本集團已採納各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披露的新訂及

經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本中期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一致。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狀況並無造成重大影

響。 

 

本中期財務報表應於適當處與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度全年財務報表並覽。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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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乃期內扣除退貨及貿易折扣後之貨品銷售發票淨額；提供服務之價值及佣金收入。 

 

本集團分部資料的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旅遊及旅遊及旅遊及旅遊及    

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珠寶貿易珠寶貿易珠寶貿易珠寶貿易    

及製造及製造及製造及製造    

    

投資控股投資控股投資控股投資控股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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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及來自持對外客戶銷售及來自持對外客戶銷售及來自持對外客戶銷售及來自持    

續經營業務收入續經營業務收入續經營業務收入續經營業務收入    

  
43,119 

 
50,331 

 
30,324 

 
- 

 
123,774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13,207 (5,366) 1,533 (14,951) (5,577) 
對帳對帳對帳對帳：：：：          
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財務費用         (4,240)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應佔聯營公司損益應佔聯營公司損益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稅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稅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稅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稅    

前虧損前虧損前虧損前虧損    

      
(9,82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旅遊及旅遊及旅遊及旅遊及    

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珠寶貿易珠寶貿易珠寶貿易珠寶貿易    

及製造及製造及製造及製造    

    

投資控股投資控股投資控股投資控股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分部資產及資產總額分部資產及資產總額分部資產及資產總額分部資產及資產總額     281,019 113,601 31,735 152,105 578,460 

          
分部負債分部負債分部負債分部負債     172,134 57,763 3,657 58,287 291,841 
對帳對帳對帳對帳：：：：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00,370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3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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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旅遊及 

相關業務 

 

資訊科技 

珠寶貿易 

及製造 

 

投資控股 

 

總額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及來自持 

續經營業務收入 

  
41,579 

 
49,292 

 
14,325 

 
- 

 
105,196 

       
分部業績  13,268 (367) 634 (31,150) (17,615) 
對帳：       
財務費用      (2,502)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除稅 

前虧損 

      
(20,118)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旅遊及 

相關業務 

 

資訊科技 

珠寶貿易 

及製造 

 

投資控股 

 

總額 

  經審核 

及經重列 

經審核 

及經重列 

經審核 

及經重列 

經審核 

及經重列 

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33,953 128,990 28,722 143,467 535,132 
對帳：       
已終止業務相關資產      30,523 
       
資產總額      565,655 

       
分部負債  136,260 51,886 2,988 68,546 259,680 
對帳：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14,210 
已終止業務相關負債      1,050 
       
負債總額      37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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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域劃分

#
：        

香港     38,748  38,867 
中國大陸     85,026  66,329 
        
     123,774  105,196 

# 以上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資料乃按客戶地域劃分。 
 
來自銷售機票及其他相關業務的總額所得款項及應收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總額所得款項及應收款        1,412,228  1,271,751 

 
3. 財財財財務費用務費用務費用務費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財務費用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歸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    
  其他貸款利息支出 2,605  1,461 
關連公司墊款利息支出 -  188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墊款利息支出 97  - 
董事墊款利息支出 1,538  853 
    
 4,240  2,502 

    
 
4.  來自持續來自持續來自持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業務之經營業務之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除稅前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本集團之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約 2,004,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84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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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16.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本集團於其營運國家╱
司法管轄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6. 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本集團以 23,800,000港元的代價出售其於Thousand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Thousand China」）之全部權益予 South China (China) Limited 南華(中國)有限
公司*（「南華中國」）(當中本公司之一位董事為其控股股東）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Thousand China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Thousand China 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林木種植業務。該出售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之公佈。該交
易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及 Thousand China 以 28,875,000 港元的代價出售，
乃按 Thousand China 集團於完成日之資產淨值而釐定。於出售後，Thousand China 集團
終止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及由 Thousand China 集團從事的林木業務成為本集團之已終
止業務。Thousand China 集團之業績從始終止被合併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 僅供識別 
 
Thousand China集團於本期間至出售日期之財務資料已載列如下。簡明綜合收益表把已終
止業務從持續經營業務區分。比較數字已重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月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  535 
行政費用 (585)  (4,056) 
    
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585)  (3,52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430  - 
    
來自已終止業務除稅前虧損 (155)  (3,521) 
所得稅 -  - 
    
來自已終止業務本期間虧損 (155)  (3,521) 

    
每股虧損:    
基本，來自已終止業務 (0.01)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19) 港仙 

經攤薄，來自已終止業務 (0.01)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19)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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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有擁有擁有擁有人應佔每股人應佔每股人應佔每股人應佔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每股基本及經攤薄虧損之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10,330)  (26,1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計算每股經攤薄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175)  (22,670) 
來自已終止業務 (155)  (3,521) 
    
 (10,330)  (26,191) 

    
 股股股股份份份份數數數數目目目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股股股股份份份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經攤薄虧損的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

普通股股數 

 
1,823,401,000 

  
1,823,401,000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市

場平均價，因此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並

無攤薄影響。 

 
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本集團所持有的股份包括南華中國（股份代號 413）的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約為 39,100,000 港元。 

 
9.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    

 
當中包括於中國廣州番禺及天津塘沽的收購物業之按金及土地發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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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之應收貿易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貿易帳款約 235,619,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87,795,000 港元）。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限由一至三個月（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至三個月），按貿易習慣、過去收款之記錄及客戶之所在地而

定。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未收回的應收款尋求維持嚴密的監控並有信

貸控制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過期的結餘定期由管理層作出檢討。 
 

於報告日應收貿易帳款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有關撥備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九十日內  214,483  170,694 
九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8,730  12,329 
一百八十一日至三百六十五日  10,183  2,884 
超過三百六十五日  2,223  1,888 
     
  235,619  187,795 

 
11.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經損益入帳之財務資產 

 
本集團持有的股份包括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619）及南華置地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 8155）之股份。 

 
12. 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之應付貿易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貿易帳款約 166,4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8,539,000 港元）及於報告日根據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九十日內  155,053  135,926 
九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  209  773 
一百八十一日至三百六十五日  10,315  295 
超過三百六十五日  823  1,545 
     
  166,400  138,539 

應付貿易帳款並不計算利息及正常於 15 至 90 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 至 90
日）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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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23,800,000港元及虧損12,400,000
港元。虧損主要由於公平值虧損10,200,000港元與資訊科技分部的經營虧損所引致。 
 
旅遊及相關業務旅遊及相關業務旅遊及相關業務旅遊及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四海旅遊錄得營業額43,1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

期上升3.7%及經營溢利13,200,000港元。營業額上升主要因為商務旅遊及我們的香港和中國大

陸企業客戶群的增加所致。隨著全球企業在中國大陸繼續尋求優質的服務，四海旅遊在中國

大陸企業業務上已錄得的總額銷售顯著上升。 
 
在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四海旅遊在南京設立了一個新的分支，使我們在中國大陸分支的總數

量增加至六個，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和南京。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約佔四

海旅遊總額銷售所得款項及應收款項的15%。此外，其新的在線收費系統已經開始運作。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訊科技分部錄得營業額50,3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

年同期上升2.1%。我們資訊科技之業務主要包括系統整合、軟件開發及供應鏈系統開發，並

主要位於中國重慶。我們的資訊科技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經營虧

損5,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367,000港元）。 
 
貿易及製造貿易及製造貿易及製造貿易及製造    

我們的貿易及製造業務正從事位於中國南京之寶石、玉石及金銀之珠寶生產。除我們南京市

之旗艦店外，我們之產品於各大型百貨公司的專櫃分銷及發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珠寶業務帶來營業額30,300,000港元及經營溢利1,5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分別上升111.7%及141.8%。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南華中國（一間本公司的一位董事為其控股股東）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出售 Thousand China 的全部權益，代價為 28,875,000 港元，乃按 Thousand 
China 及其附屬公司於完成日之資產淨值而釐定。本集團確認出售收益為 43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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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38，而資本負債比率為0%（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41及0%）。資本負債比率乃以本集團長期銀行貸款總額相對股本權

益總額計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長期銀行

貸款。本集團之經營及投資繼續由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提供財務支援。 

 
有關本公司的有關本公司的有關本公司的有關本公司的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的補充資料的補充資料的補充資料的補充資料    

 

董事會對本集團二零一零年財務報表內獨立核數師報告中未能發表意見所涉及事項的變化和

處理情況的說明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為本集團二零一零年財務報表發出帶有未能發表意見的獨

立核數師報告。董事會已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財務報表中對核數師意見所涉及事項作出詳細

說 明 ， 具 體 內 容 請 見 本 集 團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聯 交 所 之 網 頁

(http://www.hkex.com.hk)發佈的二零一零年年度業績。截至本公佈日，該等相關事項並無重大

進展。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日日日日後事項後事項後事項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公佈出售振弘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振弘有限公

司擁有重慶南華中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60%的股本權益，從而分別擁有重慶中天國際信息技

術有限公司100%的股本權益、重慶金通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50%的股本權益及重慶運通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18%的股本權益。買方與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第三方，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除在交易完成時買方於所述交易下擁有重慶運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一間附屬公司）的18%股本權益）。受制於有關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總代價為11,000,000
港元。交易的詳情（包括賣方向買方提供一份彌償（承擔的最高上限為11,000,000港元及有效

期為該買賣協議簽訂日後2年））披露於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的公告及通函內。所述交易已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完成。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四海旅遊將繼續加強其網上訂票平台，以補充其銷售網絡及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我們預期會

獎旅遊業務在來年有穩定的增長。與我們的全球合作夥伴Travel Solution International結聯盟，

將令四海旅遊擴大其客戶群。 

 
基於中國大陸有巨大的潛力，我們會擴大我們的網絡至其他主要城市，並在二零一一年下半

年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國內旅遊公司，以發展會獎旅遊及中國大陸旅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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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們的主要客戶於中國大陸不同城市的擴張，我們的供應鏈管理軟件擁有大量的需求。 
 
我們會繼續在百貨公司開設更多專櫃，以擴張我們於南京珠寶業務的銷售點，從而實現持續
的收入增長。我們亦為控制成本而降低我們的市場推廣及關閉沒有盈利的專櫃，以達致我們
的業務利潤增長。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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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贖回贖回贖回贖回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上市上市上市上市證券證券證券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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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董事會主席並無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守則條文 E.1.2 出席本公司之股
東週年大會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之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規定。 
 
根據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在大會上回答提問。董
事會主席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亦已
於主席缺席時出席該大會並就本集團之業務回答提問。本公司會盡力確保將來能遵守守則條
文 E.1.2 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鄭康棋先生（委員會主席）、David John Blackett先生及謝黃小燕女士以及一位非
執行董事David Michael Norman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南華集團有限公司南華集團有限公司南華集團有限公司南華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鴻生吳鴻生吳鴻生吳鴻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Richard Howard Gorges先生、張賽娥女
士及吳旭峰先生； (2)非執行董事：吳旭茉女士及David Michael Norman先生；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

David John Blackett先生、謝黃小燕女士及鄭康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