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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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an Shan Development (Holding) Limited
天山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1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天山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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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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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82,481 537,298

銷售成本 (45,094) (395,063)

毛利 37,387 142,235

其他收入 3,110 6,122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2,398) (25,261)
行政費用 (56,041) (36,980)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37,942) 86,116
------------------ ------------------

財務收入 694 393
財務費用 (4) (100)

財務收入淨額 4(a) 690 293
------------------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及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7,252) 86,409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5,974 —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31,278) 86,409

所得稅 5 (2,839) (42,202)

期內（虧損）／溢利 (34,117) 44,207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7 (3.41)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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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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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溢利 (34,117) 44,20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8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的匯兌差額 (804) 96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4,921) 4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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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46,068 23,869
投資物業 10 172,680 157,323
遞延稅項資產 55,386 37,341

374,134 218,533------------------ ------------------
流動資產

銷售物業 11 3,090,102 2,628,56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 840,008 349,638
預繳稅款 12,471 —
受限制現金 42,592 42,9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429 376,224

4,183,602 3,397,387------------------ ------------------

資產總值 4,557,736 3,615,920

權益

股本 13 86,731 86,731
儲備 1,007,538 1,041,827

股東權益 1,094,269 1,128,558------------------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14 277,800 269,900
其他貸款 — 有抵押 15 52,000 152,080
遞延稅項負債 33,504 29,233

363,304 451,213
------------------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14 281,700 93,300
其他貸款 — 有抵押 15 372,080 150,00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6 2,358,937 1,669,110
即期稅項 87,446 123,739

3,100,163 2,036,149------------------ ------------------

負債總額 3,463,467 2,487,362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4,557,736 3,615,920

流動資產淨值 1,083,439 1,361,2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57,573 1,57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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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為單位）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獲授權發佈。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數項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一項新的詮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
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關聯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一零年）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本集團並無應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尚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因該等變動
將於本集團訂立相關交易（例如債務換股權交易）時才首次生效。

其他變化主要關於澄清幾項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的披露要求。該等變化對本中期財務報告內
容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2 分部報告

管理層乃參照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人所審閱用以評估業績表現及分配資源的報告以釐定營運分
部。

由於本集團全部經營業務主要依賴於物業開發的表現，故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制訂者整體評
估本集團表現並進行資源分配。因此，管理層認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僅存
在一個經營分部。就此而言，於中期財務報告並未呈列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業務的營業額及溢利均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業務，故並無呈列地理分
部資料。

本集團並無單一客戶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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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物業開發。本集團期內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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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銷售的收益 76,530 527,534
建造合同的收入 5,951 9,764

82,481 537,298

來自建造合同的收入指來自根據客戶所提供的設計開發工業用物業的收益。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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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財務收入淨額

利息收入 (688) (387)
匯兌收益 (6) (6)

財務收入 (694) (393)
------------------ ------------------

利息開支及其他借貸成本 28,650 28,611
減：資本化利息及借貸成本 (28,646) (28,511)

財務開支 4 100
------------------ ------------------

財務收入淨額 (690) (293)

(b)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2,232 2,174
撥回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 (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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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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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923 20,365
土地增值稅 3,690 19,714

16,613 40,079
------------------ ------------------

遞延稅項

重估投資物業 1,397 —
預售物業 (10,362) 2,123
其他暫時性差額 (4,809) —

(13,774) 2,123
------------------ ------------------

2,839 42,202

(a)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及開曼群島法律及法規，本集團無須繳納任何英屬處女群島及開曼群島
所得稅。

(b) 就稅項而言，由於本集團的香港業務持續錄得虧損，故概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須根據適用的中國稅務規則，根據經地方稅務機關批准的核定徵收
按設定溢利（佔收入的13%）（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繳納企業所得稅。
稅率為設定溢利的2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本集團其他中國附屬公司按查賬徵收繳納稅款，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5%（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d)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根據由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以及由一九九
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銷售或轉讓在
中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樓宇及其隨附的設施所得的所有收入須按增值幅度以30%至60%
的累進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倘普通標準住宅的增值不超過可減免項目總額的20%，則該
等住宅的物業銷售可獲免徵稅。



— 7 —

此外，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須根據經各地方稅務機關批准的核定徵收方式，就其收入按稅
率1%至3%（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至3%）計算土地增值稅。

(e) 預扣稅

就中國居民企業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產生的盈利向其於中國境外的直接控股公司分派
的股息，須徵收10%預扣稅（除非因條約或協議而另行減少）。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中國居民企業並無宣派股息及賺取任何溢利。因此，概無於損益確認
關於預扣稅的遞延稅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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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期後宣派及支付每股1.5港仙的特別股息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零元） 12,300 —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宣佈由股份溢價中派付每股
1.5港仙的特別股息予普通股股東。於報告日期，特別股息並無確認為負債。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7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34,117,000元（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人民幣44,207,000元）及中期期間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687,560,000股）計算。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購股權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認
股權證對每股（虧損）／盈利並無產生任何攤薄影響。

8 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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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804) 967

有關上述其他全面收益的組成部份概無稅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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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添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122,417,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84,000元），包括於期內轉撥至物業、廠房及
設備賬面值為人民幣81,44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的銷售物業。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了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18,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39,000元），導致產生出售溢利人民幣157,000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8,000元）。

10 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物業公平值人民幣13,8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止
六個月：無）轉撥至投資物業。本集團的所有投資物業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按公開市場價
值進行重估。估值由獨立測量師行－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其員工為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
並於近期在此區域及類別之物業估值方面擁有經驗）進行。

11 銷售物業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有作未來開發的銷售物業 569,214 773,634
開發中的銷售物業 2,435,801 1,753,394
持有已竣工的銷售物業 85,087 101,540

3,090,102 2,628,56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除就附註14及15所載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所抵押的銷售物業外，
賬面值人民幣11,948,000元的銷售物業已就河北天山實業集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天山建築」，
本集團的關連公司）為數人民幣16,300,000元的銀行融資額而予以抵押。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a)） 10,804 25,99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附註(b)） 829,204 322,924
應收合約工程客戶款項毛額 — 720

840,008 34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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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並無個別或共同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或逾期少於1個月 10,784 25,354
逾期3個月至1年 20 640

10,804 25,994

應收賬款指應收本集團物業的買家款項。於大部份情況下，物業買家透過首次付款及銀行
貸款向本集團支付全數款項。就若干工業物業而言，本集團於評估買家信貸資料後允許若
干買家於最多兩年內分期支付購買金額。

(b)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包括在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為租賃土地預付款人民幣
296,718,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8,874,000元）。此外，於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參與石家莊內一條舊村的拆遷改造。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已支付一筆人民幣30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零元）金額
並已列入本集團的其他應收款。

13 股本

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的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10,0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1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 100,000

人民幣等值（人民幣千元） 86,731 8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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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貸款－有抵押

(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應要求 281,700 93,300
------------------ ------------------

一年後但兩年內 50,000 109,900
兩年後但五年內 227,800 160,000

277,800 269,900
------------------ ------------------

559,500 363,200

(b)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用作抵押銀行貸款的本集團資產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物業 1,751,336 924,49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057 —
投資物業 158,880 157,323

2,028,273 1,081,816

15 其他貸款－有抵押

(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其他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應要求 372,080 150,000
一年後但兩年內 52,000 152,080

424,080 3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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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用作抵押其他貸款的本集團資產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物業 525,951 360,483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a)） 43,814 26,402
預收賬款 1,742,674 1,064,61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附註(b)） 521,788 545,075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47,683 29,926
應付合約工程客戶款項毛額 2,978 3,090

2,358,937 1,669,110

(a)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其於各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內或即期 43,814 26,402

(b)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包括應付天山建築的應計工程成本為人民幣11,244,000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8,945,000元）。



— 12 —

17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在中期財務報告內撥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授權但未訂約 5,537,669 5,088,558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2,727,348 1,811,481

8,265,017 6,900,039

資本承擔主要與本集團開發中項目的土地及開發成本，以及於石家莊拆遷改造一條舊村有關（載
於附註12(b)）。

18 或然負債

除本集團向天山建築提供的擔保外（載於附註11），本集團就若干銀行授出的按揭融資額提供擔
保，該等按揭融資涉及由本集團若干物業買家所訂立的按揭貸款。根據擔保的條款，倘該等買
家拖欠按揭款項，本集團須負責向銀行償還買家結欠的貸款連同任何應計利息及罰款。本集團
的擔保期限由按揭貸款授出日期起計，並於買家取得所購買物業的個別房產證後結束。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就向本集團物業買家批出的按揭信貸額而向銀行作出擔保的最大金額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向本集團物業買家批出的按揭信貸額
而向銀行作出的擔保 1,916,300 1,916,300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擔保期間可能不會承受該等擔保的虧損，乃因為如果物業買家拖欠付款，本
集團可接管有關物業的所有權並將之出售，以應付本集團向銀行繳付的任何金額。本集團並無
就該等擔保確認任何遞延收入，乃因為董事認為其公平值微不足道。董事亦認為，倘買家拖欠
償還銀行貸款，相關物業的公平市值足以彌補本集團所擔保的未償還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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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人士的重大交易

除在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1及16所披露的交易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重大交易及結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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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成本（附註(i)） 201,571 183,441
租金開支（附註(ii)） 193 193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附註(iii)） 1,383 1,638
擔保費收入（附註(iv)） 570 —

附註：

(i) 結餘乃為與天山門窗安裝有限公司及天山建築（兩者均為由本集團股東全資擁有的公司）提
供的工程服務有關的成本。

(ii) 結餘乃為本集團佔用天山建築的辦公室及員工宿舍而支付的租金開支。

(iii) 董事認為，於期內，本集團的主要管理人員乃為本公司的董事。

(iv) 結餘乃就本集團以銷售物業為天山建築的銀行融資額作出抵押，而由天山建築所得的擔保
費（如附註11所載）。

(v)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未售出物業向本集團一名關
連人士石家莊天山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獲取物業管理服務，並無代價。

(vi) 根據河北天山實業集團（許可人）與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河北天山房地產（獲許可人）所訂立的
相關商標許可協議，本集團獲無償許可使用「天山」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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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5個發展中物業項目，即天山科技工業園、寧晉‧天山
水榭花都、承德‧天山水榭花都、三河天山國際創業基地、天山‧新公爵、天津‧天山水榭
花都（一期及二期）、天山‧新伯爵、天山‧龍湖灣（一期、二期及三期）及威海‧天山水榭花
都（一期）、石家莊天山重機產業園、威海天山新公爵及威海天山國際創業基地，總在開發中
建築面積約1,200,000平方米（「平方米」）。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發展中物業於完成前已預售，而大部份現時物業發展項目均如計劃仍在發
展階段，故期內已確認銷售由去年同期人民幣537,300,000元下跌至人民幣82,500,000元。本期
合約銷售總額為人民幣760,5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74,600,000元），此乃本集團於近年持續增長的良好指標。

誠如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述，本集團將會於住宅及商業物業項目
加入「休閒」及「旅遊」元素以提升物業價值。其中，天津‧天山水榭花都的水上樂園（「天津水
上樂園」）正處如開發階段，預期於二零一二年初期完成。天津水上樂園計劃向天津‧天山水
榭花都的住戶開放以及以收取門票的方式向公眾開放。憑藉高水平輔助康樂設施，預期二零
一一年下半年及未來年度，天津‧天山水榭花都（一期及二期）的銷售／預售將會大幅增長。

除住宅（輔助商業及休閒及旅遊設施）及工業物業項目外，本集團有意進一步將其物業發展組
合擴展至商業樓宇、購物商場、酒店設施等，以確保物業發展組合長遠而言變得更健全。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公佈了與臺灣德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德安」，於台灣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的物業合資開發項目（「該項目」），涉及位於中國石家莊高新區留村面積約
593,336平方米的土地（「該土地」）上的回遷安置房屋的拆除及建設。該土地有一部分（「該拍賣
土地」）將通過在石家莊市土地交易中心的投標／拍賣／掛牌出售。鑑於石家莊經濟增長強勁，
而該土地鄰近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及高速公路，將為日後規劃石家莊市的商業中心區，本集
團或其與德安組建的合營公司有意參與該拍賣土地投標／拍賣／掛牌出售。董事認為，參與
該項目讓本集團能參與該拍賣土地投標／拍賣／掛牌出售，可望擴闊本集團在連公寓高級商
業樓宇的發展以及本集團的潛在收入來源，長遠而言亦對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有關該項
目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通函。

財務回顧

本集團的營業額從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37,300,000元減少至約人民幣82,500,000元，跌幅約
84.6%。此主要乃由於竣工交付客戶的物業項目數目減少所致。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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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售及交付住宅及工業用物業項目，即天山‧新公爵、天山‧新伯爵及三河天山國際創業
基地。營業額的減少主要源於回顧期間內交付建築面積減少。

銷售成本增加約88.6%至約人民幣45,100,000元，相比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則為人民幣395,100,000元。該減幅主要與回顧期間內營業額的減幅相稱。

由於上述原因，毛利從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42,200,000元大幅減少至約人民幣37,400,000元，減
幅73.7%。而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的26.5%增加至約45.3%。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天山‧新公
爵及天山‧新伯爵若干配套商業物業以比去年同期交付及確認之住宅物業高的價格售出所致。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從去年同期的人民幣6,100,000元減少至約人民幣3,100,000元。該減少主要
乃由於去年同期內收到中國地方政府補助金人民幣5,000,000元，而本期間則並無收到該筆補
助金。

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從去年同期人民幣25,300,000元減少至本期間約人民幣22,400,000
元，減幅約11.3%。該減少主要乃由於銷售佣金減少，減幅與期內所確認銷售收入的減幅一
致。雖然期內交付之總樓面面積較小，惟於本期間內主要為天津‧天山水榭花都（一及二期）、
天津水上樂園及威海‧天山水榭花都展開較多廣告及推廣活動。

本集團的行政費用從人民幣37,000,000元增至人民幣56,000,000元，增幅約51.5%。該增加主要
乃由於員工成本及一般行政開支有所增加，乃因為於二零一零年底及二零一一年初已動工或
不久將要動工的新物業項目（即威海‧天山水榭花都、天津‧天山水榭花都（二期）、天津水上
樂園及威海‧天山國際創業基地）數目增加。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從人民幣42,200,000元大幅減少至約人民幣2,800,000元。該減少主要乃由
於本集團營業額於本期間內有所減少。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期內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34,100,000元，而去年同期的純利則約為人民
幣44,2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98,4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6,200,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合共約為人民幣983,600,000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65,300,000元），股東應佔總股本為人民幣1,094,300,000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28,6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債項及權益
比率為0.72（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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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及福利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263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3名
僱員）。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社會保險及退休金計劃。本集團亦採納僱員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及調整僱員的薪酬水平，確保所提供的薪酬待遇具有競爭力。另外，會為
不同職級的僱員開辦培訓課程及講座，以進一步加強他們的知識。

外匯及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並無面對重
大外幣匯兌風險，及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人民幣並非自由轉換貨幣，而中國政府日後亦可能酌情限制使用外幣進行往來賬交易。外匯
管制制度如有改變，可能使本集團在要取得足夠外幣應付本集團的外幣需求時受到限制。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約人民幣640,700,000元，主要為旗下物業項目的土地及
開發成本。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存於若干銀行的受限制現金人民幣42,600,000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3,000,000元），作為該等銀行向本集團物業買家所批出若干按
揭融資所提供的擔保按金。此外，本集團有持作出售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
2,554,2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42,300,000元）作為給予本集團銀行貸
款的抵押品。

就約人民幣1,916,300,000元的按揭銀行貸款而言，本集團乃授予本集團物業若干買家按揭銀
行貸款的擔保人。

此外，本集團將抵押一幅土地，作為授予河北天山實業集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項下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一筆銀行貸款融資額人民幣16,300,000元的抵押品。該擔保將於河北天山
實業集團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償還貸款時解除。

特別股息及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特別股息
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或前後以現金派付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
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在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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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截止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特別股息，所有已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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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向本公司董事（「董事」）作出特別諮詢後確認，全體董事於整個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於整個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崇厚先生、王平先生及張應坤先生組成。審核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制度及本集團的財務業績。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經過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天山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振山

香港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吳振山先生、吳振嶺先生、張振海先生及吳振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崇厚先生、王平先生及張應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