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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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2）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其附屬公司及其共同控制實體（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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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 300,393  ���,���

銷售成本  (177,724 ) (���,0�� )    

毛利  122,669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36,051  ��,���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23 ) (��� )
行政開支  (47,055 ) (��,��� )
其他開支  (26,654 ) (��,��� )
融資成本 � (5,871 ) (�,��� )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虧損淨額  (58,805 ) (��,��� )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淨額  85,395  �0,�0�    

除稅前溢利 � 101,507  �0�,���

所得稅開支 � (28,068 ) (�0,��� )    

本期溢利  73,439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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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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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4,528 ) (��,0�� )
 計入損益的收益╱虧損再分類調整
 －減值虧損  14,528  ��,�0�    

  –  (��,��� )    

其他儲備：
 於出售聯營公司時解除  –  (�,��� )    

匯兌波動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  4,910  �,���
 於出售聯營公司時解除  –  (�,��� )    

  4,910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4,910  (��,��� )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8,349  ��,���    

溢利╱（虧損）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3,512  ��,���
 非控制權益  (73 ) –    

  73,439  ��,���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8,422  ��,���
 非控制權益  (73 ) –    

  78,349  ��,���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重列）
基本及攤薄  1.13港仙  �.0�港仙    

股息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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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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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6  ��,���
投資物業  788,098  ���,���
發展中物業  1,220,126  ���,���
商譽  1,376  �,���
持至到期之投資  11,288  ��,���
其他無形資產  3,030  �,0�0
可供出售投資  21,793  ��,���
應收貸款及利息  321,794  ���,��0
已付按金  11,005  ��,���
遞延稅項資產  178  ���    

總非流動資產  2,387,984  �,0��,�0�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  342,414  �00,�0�
應收賬款 �0 4,818  �,���
應收貸款及利息  376,387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827  ��,���
持至到期之投資  4,234  �,���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  72,434  �0�,���
可收回稅項  4,052  �,0��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630,950  �,0��,�00    

總流動資產  1,457,116  �,���,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3,367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9,082  ��,��0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71,483  ��,���
計息銀行貸款  247,002  ���,���
繁重合約撥備  240  ��0
應付稅項  28,389  ��,0��    

總流動負債  389,563  ���,���    

流動資產淨值  1,067,553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55,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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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756,829  ���,���
繁重合約撥備  840  ��0
遞延稅項負債  44,304  �0,�0�    

總非流動負債  801,973  ���,���    

資產淨值  2,653,564  �,�00,���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5,249  ��,���
儲備  2,587,794  �,���,���    

  2,653,043  �,�00,���
非控制權益  521  ���    

權益總額  2,653,56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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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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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呈列之全部資料及披露，因此
須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惟採用下文附註�所披露的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資產則按
公平值計量。除非另有指明，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所有
價值已約整至最接近千位。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對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修訂）  －詮釋第��號預付最低融資要求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亦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當中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主要目的為剔除歧異及澄清文句。

*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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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包含於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改進內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之影響）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
明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而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概無重大變動。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聯方之定義。其亦訂明倘若政府相關實體
與同一政府或受同一政府所控制、共同控制或發揮重大影響力之實體進行交易，可獲
部分豁免關聯方披露。

雖然採納經修訂準則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經修訂準則對關聯方披露並無任何影響，
原因為本集團現時並無與政府相關實體進行任何重大交易。

(b)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包括多項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各準則均有獨立過渡條文。雖然採納若干修訂導致會計政策之變動，但
該等修訂概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財務影響。對本集團之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之修訂載
列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合併：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所取消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不適用於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的業務合併之或然
代價。

另外，該等修訂規定僅非控制權益中屬現時擁有的權益成份可以公平值或被收
購方可識別淨資產之比例權益計量非控制權益，並賦予擁有人權利，於清盤時
按比例分佔實體之淨資產。除非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
基準，非控制權益之其他成份均以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該等修訂亦加入明
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獎勵的會計處理方
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之呈列：闡明有關權益各成份的其他全面收益分
析，可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
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所作出的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預先
應用或於提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時提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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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要求於
簡明財務報表內就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及分類變動以及或然資產及負債之變動作
出額外披露。

本集團並無於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然而，本集團正評估其他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初次應用的影響。迄今，本集團認為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除外，其影響載述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引入可推翻推定，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0號之公平值模式計量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按其透過出售予以收回之賬面值基準而
釐定。該修訂亦要求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重估模式計量非折舊資產之遞延稅項應按
出售基準計量。由於該等修訂，於修訂生效後，將取代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註釋第��號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非折舊資產。本集團預期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採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之修訂。本集團以前就其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計提遞延稅項時，假設該等物業
的賬面值將透過使用收回。本集團預期採用該等修訂將導致會計政策變更，而本集團的遞
延稅項負債及所得稅費用均將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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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有關須予呈報分類之資料，連同其相關經修訂比較資料呈列如下。

可報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農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停車場  批發市場  副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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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134,308  25,205  114,392  6,400  9,164  10,924  300,393
 分類間銷售 –  –  –  200  –  –  200
 其他收入 275  93,856  2,572  722  5  1  97,431             

 總計 134,583  119,061  116,964  7,322  9,169  10,925  398,024           

分類間銷售之撇銷             (1,395 )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4,291             

總計             400,920
             

分類業績 45,549  113,842  16,001  881  2,860  (227 ) 178,906
           

利息收入             20,919
融資成本             (5,871 )

企業及未分配收支淨額             (92,447 )             

除稅前溢利             101,507
所得稅開支             (28,068 )             

期內溢利             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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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農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停車場  批發市場  副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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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  ��,���  �0�,���  �,���  �,���  ��,���  ���,���
 分類間銷售 –  –  –  ��0  –  –  ��0
 其他收入 ��  �0,���  �,0��  ���  –  �,�0�  ��,���             

 總計 ��,���  ��,���  ���,���  �,���  �,���  ��,���  ���,���           

分類間銷售之撇銷             (�,��� )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             

總計             ���,��0
             

分類業績 �,���  ��,��0  ��,0��  ���  �,���  �,��0  ��,���
           

利息收入             ��,���
融資成本             (�,��� )
企業及未分配收支淨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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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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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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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662  �,��0
持至到期之投資之利息收入  1,799  –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18,458  �,���
管理費收入  363  �,���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2,312  ���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  ���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  ��,��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0�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7,725  –
匯兌收益淨額  –  �,��0
其他  4,732  �,0��    

  36,051  ��,���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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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  3,711  �,���
 無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附註）  4,994  �,���    

  8,705  �,���
減：資本化利息  (2,834 ) –    

  5,871  �,���    

上列分析顯示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還款時間表的日期，銀行借貸（包括包含按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之融資成本。

附註： 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
銀行借貸之利息分別為�,���,000港元及�,���,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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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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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存貨成本  8,385  �,��0
提供服務成本  108,112  �00,���
出售物業成本  61,227  ��,���
折舊  3,157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030  �,0�0
繁重合約解除淨額  –  (�00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4,528  ��,�0�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5,151  –
發展中物業撇減至可變現淨值淨額*  6,82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2,951 ) –    

* 該等開支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其他開支」項下。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
司法權區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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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即期－香港  13,200  ��,0��
即期－中國內地  784  �,0��
遞延  14,084  �,���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8,0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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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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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3,512  ��,���    

 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24,935,021  ���,0��,���    

* 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進行每五
股合併為一股股份之股份合併以及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進行之供股及其相關紅股
發行作出追溯調整。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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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六個月期間已宣派及已支付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港仙（二零一零年：�.0港仙）  26,100  ��,���    

已宣派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一零年：�.�港仙）  9,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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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於報告期結束後宣派，故並無於該日期計提。

已調整去年每股普通股股息金額以反映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進行的每五股合併為一股
股份之股份合併。

10. 應收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3,592  �,0��
��日至��0日  770  ���
��0日以上  796  ���    

  5,158  �,���
減：減值  (340 ) (��� )    

  4,818  �,���    

本集團一般就其分租業務給予客戶��至�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一般不會就其他業務給予客
戶任何信貸。

11. 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13,367  ��,���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而平均信貸期為�0日。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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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截至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派付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名列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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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六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止（包括
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享有中期
股息之資格，務請最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將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相關之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辦理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約���,�00,000港元），增加約��,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股東應佔溢利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00,000港元）。

物業發展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銷售的總收入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0,000港元。收入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最
後一幢「戈林」洋房之銷售在交易完成並交付予買方後已獲確認。

就北拱街項目而言，地基工程正在進行中，而上蓋工程則將於二零一二年第二季開始施
工。該項目預計將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前完成。位於尖沙咀之示範單位現已供公眾參觀。
住宅單位的預售即將展開。

本集團位於彌敦道的工地拆卸工程已近完工，而地基工程則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展
開。預期上蓋工程將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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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本集團成功收購位於西營盤桂香街總地盤面積約為�,�00平方呎之若
干住宅大廈。該地盤擬重新發展成商住綜合大廈。臨時圍板工程進展順利，而現有建築
拆卸工程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開展。

位於油塘的兩幢工業大廈現已空置。規劃及設計工作正在進行中。臨時圍板工程剛啟
動，而拆卸工程則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完成。本集團仍在與香港政府就釐定地價
進行磋商。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物業發展的土地組合如下：－

 地盤概約面積
地點 （平方呎）  擬定用途 預期完成

紅磡北拱街�至�號 �,000  住宅╱商店 二零一三年
西營盤桂香街�至��號 �,�00  住宅╱商店 二零一四年
旺角彌敦道���、���A及���號 �,000  商業 二零一四年
油塘四山街��及��號 ��,000  住宅╱購物中心 二零一五年 

總計： ��,�00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具潛力的新地塊，以期擴充其持作物業發展的土地組合。政府最近公
佈的房屋政策顯示其銳意增加及穩定土地供應，此對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中長線穩健發展
至關重要。

物業投資

本分部之營業額包括物業銷售及租賃產生的租金收入。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租金收入總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00,000港元），減
少約�,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持有賬面總值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之商舖及住宅物業之投資組合。

本集團將繼續檢討並在現有物業基礎上提升物業組合質素，並將致力維持租戶組合均
衡。本集團相信，鑑於預期入境旅客人數日益增加且旅客購買力將因近期人民幣升值而
上升，因此租金收入將可溫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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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街市管理及分租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分部之收入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約�0�,�00,000港元），相當於增長約�,�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與市場商戶重續租賃協
議後上調租賃費用所致。

本集團現時於香港管理��個「萬有」品牌之中式街市，合共約�,�00個舖位，總建築面積超
過��0,000平方呎。本集團亦於深圳多個城區管理��個「惠民」品牌之中式街市，合共約
�,�00個舖位之組合，總建築面積超過���,000平方呎。

十月，本集團在啟田經營的中式街市推出「萬有會」會員計劃。迄今，已有超過�,�00名會
員加入。所有會員均可獲贈迎新禮品包，包括可於啟田街市指定商戶消費時使用的優惠
券。為鼓勵會員定期光顧，本集團推出積分計劃，會員每日光臨街市一次即可贏得�分，
每月累積積分達�0分或以上的會員，可獲一次抽獎機會。

本集團相信推出該「萬有會」會員計劃不僅可刺激街市人流，更有助提升其整體形象及營
商環境。除該「萬有會」會員計劃外，本集團亦不時在所管理的香港中式街市內舉辦抽獎
及「一蚊一棵菜」等推廣活動。

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分部之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位於粉嶺之農副產品
批發市場貿易活動稍為下降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資源及短期投資約為�0�,�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總借貸約為
�,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約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零），經參考
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後之本集團借貸總額及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分別約為
���,�00,000港元及約為�,�00,000,0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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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作為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其中約
���,�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已動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00,000港元）。於報告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全部銀行借貸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收入大部分
以港元計值，符合本集團營運開支的貨幣需要。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對沖活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報告期終，本集團共有���名僱員（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名），約��.�%（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香港僱員，餘下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僱員。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按個別僱員表現及經驗而釐定。除一般薪酬
外，本集團亦因應其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向經挑選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其他
福利包括醫療、退休福利及專項培訓計劃。

前景

過去數月，環球市場因歐債危機及環球金融市場動盪而遭受沉重打擊。儘管去年政府推
出特別印花稅以及最近銀行收緊住宅按揭貸款及新購地皮的「限呎」措施出台後，物業（特
別是二手市場物業）交投放緩，然而，香港經濟的基本因素保持相對穩定。有關不利因素
部份被負實際利率、持續收入增長、高通脹及本地及內地市場需求所抵銷。香港住宅市
場前景仍然一片光明。

作為香港中式街市的領導管理者，本集團繼續拓展其組合，並相信其專業及市場經驗將
有助其在香港及中國爭取新管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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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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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審閱管理及監控水平，以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力及營運效率，確保其可
持續發展及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豐盛回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本公司所採納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
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蕭炎坤
先生、王津先生及蕭錦秋先生，蕭炎坤先生獲委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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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寄發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已分別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wangon.com)。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之二零一一年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鄧清河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 
陳振康先生；及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蕭炎坤先生及 
蕭錦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