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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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TACK HSIN HOLDINGS LIMITED
（ 德 興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1）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撮要

‧ 集團六個月內營業額港幣136,008,000元，減幅1.2%。

‧ 集團核心業務六個月內稅後虧損為港幣14,956,000元。

‧ 期內溢利為港幣164,343,000元，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港幣179,299,000元。

‧ 提升香港市場份額，積極發展國內龐大市場。

Tack Hsin Holdings Limited（德興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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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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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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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36,008 137,640

其他收入及盈利 1,773 91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淨額 179,299 71,903
銷售成本 (43,690) (46,886)
職工成本 (42,974) (39,649)
租金開支 (20,334) (15,644)
公用事務費用 (10,540) (11,239)
折舊 (3,617) (3,247)
其他經營開支 (27,135) (21,561)
財務成本 3 (4,573) (85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641) –

除稅前溢利 4 163,576 71,378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767 (663)

期內溢利 164,343 70,71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物業重估（虧損）╱盈利 (195) 1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虧損 (201)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63,947 70,734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64,136 69,730
　非控股權益 207 985

164,343 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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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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3,740 69,749
　非控股權益 207 985

163,947 70,7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每股港仙） 6 28.93 19.19

　攤薄（每股港仙） 6 (1.48) (0.22)

股息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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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3,411 20,981
　投資物業 28,000 29,5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7,023 7,073
　可供出售投資 500 5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 1,253
　商譽 9 105,440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93,637 –
　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2,656 1,620

260,667 60,927

流動資產
　存貨 11,879 3,905
　應收貿易賬項 11 1,378 9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568 16,544
　可收回稅項 313 5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6,004 336,720

269,142 358,654

減：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2 6,404 5,6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0,006 20,622
　長期服務金撥備 1,656 1,060
　衍生金融工具 14 804,872 903,377

832,938 930,700

流動負債淨額 (563,796) (572,04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03,129) (5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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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減：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3 222,703 178,924
　預收賬款 250 －
　遞延稅項負債淨額 79 65

223,032 178,989

負債淨額 (526,161) (690,1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6,732 56,732
　儲備 (585,739) (749,4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29,007) (692,747)
非控股權益 2,846 2,639

權益總額 (526,161) (6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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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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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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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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
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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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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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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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自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
年度起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

　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而該等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並無出現重大改動。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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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經營業務及所提供產品之性質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團之每一項業務分類均代表一
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根據風險及回報提供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類之產品。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本集團業務分類呈列之收益及業績。

食肆 物業 酒店 企業 綜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24,036 238 11,734 – 136,008
分類間銷售 – 9,846 – 4,001 13,847
其他收入及盈利 922 – 160 286 1,368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 – – – 894 894

124,958 10,084 11,894 5,181 152,117

對賬：
分類間銷售抵銷 (13,847)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抵銷 (894)

合共 137,376

分類業績 (5,608) (1,316) 3,496 (7,486) (10,914)
對賬：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405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 (4,57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 179,29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641)

除稅前溢利 163,57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54,932 44,154 8,564 219,926 327,576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02,233

資產總額 529,809

分類負債 19,580 1,059 5,803 1,624 28,066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027,904

負債總額 1,05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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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 物業 酒店 企業 綜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28,394 427 8,819 – 137,640

分類間銷售 – 8,918 – 3,993 12,911

其他收入及盈利 423 15 100 237 775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 – – – 1,137 1,137

128,817 9,360 8,919 5,367 152,463

對賬：
分類間銷售抵銷 (12,911)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抵銷 (1,137)

合共 138,415

分類業績 6,575 570 768 (7,724) 189

對賬：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138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 (85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 71,903

除稅前溢利 71,378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44,811 45,944 9,355 317,335 417,445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136

資產總額 419,581

分類負債 17,543 1,272 5,646 2,862 27,323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082,366

負債總額 1,10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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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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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附註13） 4,573 852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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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 50 50

重估樓宇產生之盈餘 – (1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1,500 –

5. 所得稅（抵免）╱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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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香港
　本期支出 255 771

遞延稅項 (1,022) (108)

本期稅項總（抵免）╱支出 (767) 663

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溢利約港幣164,136,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69,730,000元）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567,321,62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3,321,62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未經審核溢利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及衍生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計算中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
目，並經調整以反映倘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獲行使或轉換
為普通股而被視為將無償發行普通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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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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溢利 164,136 69,730

有關具攤薄潛力之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
　期內估算利息開支 3,394 852

減：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 (181,980) (71,90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虧損 (14,450)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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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7,321,620 363,321,62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證 74,473,509 15,811,993

　可換股債券 332,029,640 76,077,480

　遠期合約 – 140,056,71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3,824,769 595,267,807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發行本金額為港幣120,000,000元之尚未行使零息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
影響，因此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上述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並無計算在內。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8.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動用約港幣6,24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港幣149,000元）用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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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

於期內商譽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5） 105,440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05,440

減值：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05,44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完成收購滙嶺資本有限公司（「滙嶺」）。有關收購之詳情
載於附註15。

就減值評估而言，商譽已分配至根據有關分類而釐定之各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商譽賬
面值（扣除減值虧損）全數列為企業及其他經營分類之未分配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經考慮目前之市況，本公司董事審閱來自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賬面值。現金
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高級管理層批准之五年期財務預算之現金流預測所使用之使用價值計算基準釐
定。應用於現金流預測之年貼現率為13.67%。

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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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94,479 –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虧損，扣除已收股息 (842) –

93,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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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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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額 458,960 –

負債總額 (84,411) –

資產淨值 374,549 –

本集團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 93,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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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202 –

期內虧損 (2,562) –

本集團期內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641) –

本集團期內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 (201) –

聯營公司期內之營業額及虧損分別約港幣4,202,000元及港幣2,562,000元，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一日收購滙嶺（間接持有聯營公司25%之股權）之日後直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營業額及
虧損。

(b)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詳情如下：

註冊及經營 已發行及已繳足╱ 本集團應佔
公司名稱 地點及日期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江蘇中核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利柏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

人民幣289,091,118元 間接：25% 製 造及銷售供中國及海外 

化工廠使用的管道、 

鋼鐵產品及相關設備

(c)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與獨立
第三方訂立協議，以港幣200,000,000元之總代價收購滙嶺100%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已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一日完成。滙嶺的主要業務為於中核利柏特之25%投資權益。收購詳情載於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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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項

以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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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1,378 969

除若干已建立長遠關係之客戶所獲之貿易條款有所不同外，本集團授予客戶之貿易條款大部分以現金及信用
卡結算。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之應收賬項，而過期未償還款項則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由於本集
團之應收貿易賬項與眾多不同客戶有關，故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並無重大集中。應收貿易賬項並不計息。本集
團並未持有此等結餘之任何抵押物或其他改善信貸條件。

12. 應付貿易賬項

以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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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6,404 5,641

應付貿易賬項並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日內支付。

13. 可換股債券

(a)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額為港幣80,000,000元之零息可換股債
券（「可換股債券1」）以換取現金。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個月期末至（惟不包括）到期日前五個營業日期
間，可換股債券1可由債券持有人以換股價每股港幣0.40元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
股。任何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1將由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贖回。可換股債券1於截至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悉數轉換。

(b)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額為港幣200,000,000元之零息可換股債
券（「可換股債券2」）以換取現金。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個月期末至（惟不包括）到期日前五個營業日期
間，可換股債券2可由債券持有人以換股價每股港幣0.50元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
股。任何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2將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贖回。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尚無可換股債券2獲轉換或贖回。

(c)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額為港幣120,000,000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3」），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代價之一部分。於發行日期起計首個週年期末至（惟不包括）到
期日前五個營業日期間，可換股債券3可由債券持有人以換股價每股港幣1.20元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
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任何尚未轉換、註銷、購買或其他已收購之可換股債券3將由本公司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一日贖回。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尚無可換股債券3獲轉換或贖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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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2及可換股債券3之換股權體現了嵌入式衍生工具之特徵，因此與負債部分分開呈列。於初步確認
時，此等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之公平值於發行日期採用無轉換權之同類債券或其他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同等
市場利率進行估計。嵌入式衍生部分乃按公平值計量並列為衍生金融工具。於各報告日期，嵌入式衍生部分
均會重新計量，而該部分之公平值變動則會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

已發行可換股債券2及可換股債券3分為嵌入式衍生部分及負債部分如下：

可換股債券2 可換股債券3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部分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78,924 – 178,924

於期內發行可換股債券 – 39,206 39,206

估算利息開支（附註3） 3,394 1,179 4,57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82,318 40,385 222,703

衍生部分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624,282 – 624,282

於期內發行可換股債券 – 80,794 80,79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盈利）／虧損 (64,581) 2,681 (61,900)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559,701 83,475 643,176

14. 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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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認股權證(a) 161,696 279,095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附註13） 643,176 624,282

804,872 903,377

(a)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向若干獨立第三方發行72,000,000份每份面值港幣0.02元之認股權
證。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開始起計三年期間，每份認股權證附有權利按每股港幣0.90元認購一股
普通股。認購價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起調整為每股港幣0.62元。尚未轉換之任何認股權證權利將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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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認股權證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279,095
認股權證之公平值盈利 (117,399)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61,696

15.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
訂立協議，以港幣200,000,000元之總代價收購滙嶺資本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已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一日完成。

交易中收購之資產如下：

被收購方
可識別資產之

公平值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94,4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

94,560

收購產生之商譽（附註9） 105,440

200,000

總代價支付方式：
已付現金代價 80,000

發行可換股債券 120,000

200,000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80,000)

所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

(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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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及本集團在此等財務報表內並無未作撥備之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7.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本公司與可換股債券2之持有人訂立修訂協議，同意待若干條件達成後修訂
可換股債券2之若干條款及條件。有關修訂及先前條件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
八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通函。

(b)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國核工業二三建設（香港）有限公司（「中核二三香港」）之一致行動人
士（定義見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中核投資（香港）有限公司（「中核投資香港」，
其持有本金額為港幣50,000,000元之部分可換股債券2）已向本公司表示，其有意在上文附註17(a)所
述之建議修訂生效後及中核二三香港全面行使中核二三香港持有之部分可換股債券2所附換股權之同
時，全面行使其持有之部分可換股債券2所附換股權。在中核二三香港及中核投資香港全面行使彼等
所持可換股債券2所附之換股權後，中核二三香港及中核投資香港將分別持有本公司300,000,000股及
10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經根據全面行使可換股債券2所附換股權發行及配發換股股份（假設尚未
行使之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並未獲行使）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31.01%及10.34%）之權益。

根據收購守則，中核二三香港須根據收購守則，(i)就收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作出收購本公司全
部已發行股份之有條件強制性現金收購要約時中核二三香港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
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之股份除外）作出有條件強制性現金收購要約；(ii)就註銷全部未行使認股權證
（中核二三香港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將收購者除外）向認股權證持有人作出有條件強制性現金
收購要約；及(iii)就全部未行使可換股債券3（中核二三香港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將收購者除
外）向可換股債券3之持有人作出有條件強制性現金收購要約。

有關上述有條件強制性現金收購要約及建議修訂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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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綜合收益較去年減少港幣1,632,000元，綜合收益
錄得港幣136,008,000元；而上年度則錄得收益港幣137,640,000元。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
溢利為港幣164,136,000元（二零一零年：溢利港幣69,730,000元）。每股基本溢利為港幣28.93仙
（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溢利港幣19.19仙）。

本年度重大溢利是由於確認以下衍生金融工具所致：(1)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發行的發行
在外認股權證（「認股權證」）；(2)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訂立認購協議發行本金額為港幣
200,000,000元之零息率無抵押可贖回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一年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清算認購協議並發行可換股債券；及(3)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發行於二零一
四年到期本金額為港幣120,000,000元之零息率無抵押可贖回可換股債券（「收購事項可換股債
券」）。相關衍生金融負債及公平值變動之相關盈利乃屬非現金性質。倘上述未行使之衍生金融
工具獲行使並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則有關金融負債將被轉撥作為發行本公司自身股份之股份
溢價之一部分。倘上述發行在外衍生金融工具未獲金融工具持有人行使及轉換，則金融負債將
於到期或贖回後在期後收益表中撥回。因此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均毋須以產生任何現金開支之
方式（惟於二零一一年可換股債券及收購事項可換股債券各自之到期日而須予贖回則除外）清
償任何該等金融負債。倘不計此等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溢利港幣179,299,000元，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錄得之核心業務六個月內虧損為港幣14,956,000元。

管理階層之研討及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本地消費市場受到內部經濟持續增長及失業率下降的直接影響，雖然上半年營業收入有輕
微減少，但本集團整體業務穩步發展。而新天地酒店上半年營業收益仍保持增長，主要受惠來
港旅客持續暢旺關係，令酒店入住率達至百分之八十九。

食材價格在上半年不斷提升，直接增加食品製作成本，但在多樣化採購機制下，進一步令製作
成本調節於合理水平內，與去年同期比較毛利率上升2%，而整體毛利率均保持在68%水平內。

本集團現時所持有之現金充裕，並無任何現金流問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共港幣236,004,000元，大部份均
為銀行原有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存款。另外，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貸款（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無）。資產虧絀為港幣526,161,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虧絀港幣
690,108,000元）。非流動負債相對股東資金比率為-0.42（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26）。二
零一一年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主要受上述衍生金融工具產生之金融負債，該等金融負債現時將不
會導致大量現金流出。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銀行結存及現金主要以港幣計算，因此無匯兌風險，本集團無使用任何金
融工具作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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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
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港幣200,000,000元之總代價收購滙嶺資本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滙嶺資本有限公司持有江蘇中核利柏特股份有限
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公司）之25%股權。收購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完成。有
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之通函。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人數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有515名，而有關薪酬制度乃參照市場實際情況於
每年定期檢討。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未有設立任何購股權計劃予僱員。

前景

鑒於香港經濟基調平穩，本集團的餐飲及酒店業務將面對更劇烈的市埸競爭，集團為確保市場
相對優勢地位，不時向消費者加強附加增值服務，與此同時推出多樣化食品以滿足不同客人口
味之要求，以求達至精益求精之服務，以滿足其客人。

集團會積極關注市場變化，因應不同市場狀況適時適度分配及投放資源，以持續穩健步伐開發
市場，為集團未來前景增添穩固盈利回報基礎。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本公司均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本公司並無將主
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分開，而由陳樹傑先生同時擔任兩個職務。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
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將令本集團之領導層更強大及一致，並對其在規劃及推行長遠業務策略方
面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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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起，宋利民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宋利民先生主
要負責管理本集團於中國之業務營運，而陳樹傑先生則主要負責管理本集團之餐飲及酒店業
務。自宋利民先生獲委任後，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就本集團之中國業務區別開來，由不同人
士擔任。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的證券採納其自身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守則」），其條款嚴格程度不
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
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董事已確認於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內均遵守本公司守
則及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察本
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之三位成員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
生、常南先生及戴金平博士。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報告。

代表董事會
Tack Hsin Holdings Limited
（德興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樹傑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陳樹傑先生、陳顥文先生、簡青女士、
鍾志成先生、韓乃山先生、雷鍵先生及宋利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生、常南先生
及戴金平博士。

* 中文譯名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