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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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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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seas	Chinese	Town	(Asia)	Holdings	Limited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6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初步公佈

業績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經
審核合併業績，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

本集團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
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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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收入 � 2,558,860  �,�0�,���

銷售成本  (1,786,190	) (�,���,��� )    

毛利  772,670  ���,���

其他收入  11,676  �,���
其他溢利淨額  24,057  �,���
分銷成本  (160,648	) (��,��� )
行政費用  (126,268	)	 (��,��� )
其他經營開支  (1,832	) (�,0�� )    

經營溢利  519,655  ���,��0

融資成本 � (55,486	) (��,��� )
應占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36,366  (�,0�0 )
因重估之前持有的聯營公司股權而產生的收益  －  ��,��0    

除稅前溢利 � 500,535  ���,���

所得稅 � (231,582	) (��,��� )    

年度溢利  268,953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9,23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9,717  ��,��0    

年度溢利  268,953  ��,���    

年內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結算日後擬宣派之末期股息 � 30,168  ��,��0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  0.31  0.��    

 攤薄  0.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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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溢利  268,953	 ��,���    

其他綜合收入（稅後及重分類調整後)：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756	) �,0��        

年度綜合收入  268,197	 ��,���    

以下人士應占：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8,480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9,717	 ��,��0    

年度綜合收入  268,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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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565,953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0,463  �,���,���
－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  726,263  ���,���    

  2,692,679  �,�0�,0��

無形資產  221  ���
商譽  266,625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0,934  ��,���
其他金融資產  4,320  �,��0
遞延稅項資產  95,761  ��,���    

  3,140,540  �,0��,���    

流動資產

存貨  2,015,536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0 300,05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8,393  �,00�,���    

  3,063,984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 1,918,981  �,���,��0
預收款項  601,037     ���,���
銀行貸款  92,068  ��,�0�
關聯人士貸款  －  ���,���
本期稅項  124,160  ��,���    

  2,736,246  �,���,���        

流動資產淨額  327,738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68,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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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1,070  ��,���
關聯人士貸款  1,044,548  �,�00,000
遞延稅項負債  52,522  ��,���    

  1,178,140  �,���,���        

資產淨值  2,290,138  �,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8,274  ��,���
儲備  1,529,627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77,901  �,���,���

非控股股東權益  712,237  ���,��0    

權益總額  2,290,13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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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全年業績回顧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布之數據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與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核對，對該等
金額並無異議。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在這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仍有限度，並不構成審核、審
閱或其他業務保證，因此對本公告並無發出保證聲明。

2.	 本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之財務報表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編制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

編制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
估計及假設可影響所採用之政策及所呈報之資產、負債額及收支額。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
據相信於該等情況下為合理之過往經驗及多個其他因素而定，有關結果構成判斷有關資產
及負債賬面值（該等賬面值未能直接從其他資料來源清楚得知）之基準。實際結果可能與估
計有出入。

估計及基礎性假設均會被持續審閱。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審閱之期間，則修訂於其審
閱之期間內確認，倘修訂對現時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於審閱及未來期間均確認修訂。

3.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了一系列經修改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一項新訂詮釋，這些準則及詮
釋在本集團和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以上發展與本集團財務報告相關的影響列示
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關聯方披露》（�00�年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0�0）

本集團並無採用現時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備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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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政策修訂影響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關聯方披露》（�00�年修訂）修改了關聯方的定義。因此，本
集團已經重新評估了關聯方的認定並認為關聯方的重新定義並未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
前年度關聯方的披露產生重大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關聯方披露》（�00�年
修訂）同時提出了針對政府相關實體的修定披露要求。有關本集團關聯方披露已經遵
照了修訂的披露要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0�0）提出了一些針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金融工
具：披露》的修訂。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的披露已經遵照了修訂的披露要求。這些修
訂並未對本年度及以前年度財務報表金額的分類、確認和計量產生重大影響。

4.	 經營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綜合開發及製造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

經營收入指向客戶供應貨品及提供服務之銷售價值（扣除增值稅及營業稅），包括物業銷售
收入、投資物業租賃收入、主題公園門票銷售收入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等，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綜合開發業務  1,743,970  �,���,���
紙箱及紙製品銷售  814,890  ���,���    

  2,558,860  �,�0�,���
    

本集團客戶群體多樣化，不存在單家客戶交易額超過集團�0��年銷售收入�0%的情況。

5.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通過由業務板塊（產品及服務）組成的分部管理其經營活動，其主要經營決策者按如
下經營分部分配資源和進行業績評價。本集團按照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財務資訊一致的
方式呈列以下兩個分部：

• 綜合開發業務：該分部開發和經營旅遊主題公園、開發及銷售住宅，以及開發及管理
物業

• 製造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該分部製造及銷售紙箱及紙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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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報告分部的利潤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資訊

為了評價各個分部的業績及向其配置資源，本集團管理層會按照如下的基礎定期審閱
歸屬於各分部經營成果、資產和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歸屬於各分部的所有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其他長期資產及應收款項
等流動資產，但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對聯營公司的投資。分部負債包括歸屬於各
分部製造及銷售活動產生的應付款、應付票據，以及由各分部直接管理的銀行借款
等。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因分部應佔之資產產生的折舊或攤銷，分
配至各須報告分部。

衡量呈報分部利潤的指標為淨利潤。分部間的銷售按照與其他對外交易相似的價格計
算。

自�0��年起，在計算分部淨利潤是，無法直接區分至各分部的費用，如董事費用，核
數師酬金及其他總部和公司行政費用，已經按照各個分部的收入分攤至各分部。上一
年的對比數據亦做相應更改。

下述披露的本集團�0��年及�0�0年各個報告分部的資訊包括本集團管理層定期審閱的
資訊及會計準則要求披露的資訊：

	 	 製造及銷售紙箱
	 綜合開發業務	 及紙製品	 合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交易收入 1,743,970  �,���,���  814,890	 ���,���  2,558,860	 �,�0�,���
分部間交易收入 －  －  －  －  －  －           

報告分部收入小計 1,743,970  �,���,���  814,890  ���,���  2,558,860  �,�0�,���
           

報告分部淨利潤 129,593  ��,���  29,643  ��,0�0  159,236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811  �,���  2,074	 �,���  10,885	 �,���
利息支出 53,562	 ��,���  1,924	 �,���  55,486	 ��,���
本年折舊和攤銷 129,641	 ��,0��  38,035	 ��,���  167,676	 ��,���

報告分部資產 5,337,423	 �,���,0�0  867,101	 ���,���  6,204,524	 �,0��,���

本年分部非流動資產增加 92,410	 ��,���  19,252	 ��,���  111,662	 ���,���

報告分部負債 3,546,354	 �,���,���  368,032	 ���,��0  3,914,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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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部收益、損益及資產之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須報告分部收入 2,558,860	 �,�0�,���
分部間收入抵銷 －  －   

合併經營收入 2,558,860  �,�0�,���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159,236	 ��,���
分部間溢利抵銷 －  －   

由集團外部客戶獲得的報告分部利潤  159,236	 ��,���   

合併溢利 159,236	 ��,���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6,204,524	 �,0��,���   

合併總資產 6,204,524	 �,0��,���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3,914,386	 �,���,���   

合併總負債 3,914,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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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的利息 1,924	 �,���
關聯人士貸款的利息 59,791  ��,�0�   

公允價值變動不計入損益的
 金融負債之利息支出合計 61,715  ��,���
減：資本化於在建物業之借貸成本* (6,229	) (�,��� )   

 55,486  ��,���
    

* 借款成本以年利率�.�0%至�.��%資本化（�0�0年: �.��%至�.��%）。

(b)	 員工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0,793  �,�0�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2,516  ��,���
基於股份支付的權益結算費用	 9,241  －   

 142,550  ��,���
    



- �� -

(c)	 其他項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34  ��

折舊#

 －投資物業 20,819  �,���
 －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 20,746  �,��0
 －其他資產 126,111  ��,���

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2,533  ���

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19,764  ��,���

匯兌收益 (20,026	) (�,��0 )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896  �,�00
 －其他服務 －  �0

投資物業租金損失
 －扣除直接開支人民幣��,���,000元
     (�0�0年：人民幣�,��0,000元) 2,285	 �,���

銷貨成本# 1,560,808  �,���,���
    

# 銷貨成本內有人民幣�0�,��0,000元（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000元）與員工成
本、折舊及攤銷開支及經營租賃費用有關，其款額亦已包含於附註�(b)及�(c)就
各類開支項目另外披露之有關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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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併利潤表之所得稅

(a)	 合併利潤表之稅項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4,414  �0,���
－中國土地增值稅 143,235  ��,���   

 277,649  ��,���   

遞延稅項
確認或轉回的暫時性差異	 (46,067	) (��,��� )   

 (46,067	) (��,��� )      

 231,582  ��,���
    

(i)	 企業所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於本年度，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任何所得稅（二零一零年：無）。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任何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
備（二零一零年：無）。

根據中國所得稅條例及規則，中國附屬公司之稅項按中國有關城市之適當現時
稅率收取，有關稅率介乎��%－ ��%（二零一零年：��%－ ��%）。若干附屬公
司享有稅務優惠期，期內由其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全數免繳中國所得稅，並於
隨後三年可減半繳納中國所得稅（「兩免三減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第��號通知，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所得稅
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由��%減至��%；而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則於五
年過渡期間內逐步由��% 調升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0%、二零
一零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以後��%）。倘中國附屬公司於二
零零八年前尚未獲利而未能享有兩免三減半稅務優惠，則中國附屬公司可於二
零零八年及以後享有該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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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向外國投資者宣派股息須繳交�0%預提所
得稅。若中國與投資者所屬司法權區簽有稅收協定，則可使用較低預提所得稅
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國簽訂對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偷漏稅的安排，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向香港控股公司所宣派的股息須按�%繳
交預提所得稅。

(ii)	 中國土地增值稅

於中國銷售或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樓宇及附屬設施的全部收入除去可抵扣支
出（包括土地使用權租賃費用及所有物業開發支出）均須按有關增值�0%至�0%的
累進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包含在合併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中。本集團根據相
關稅務法規估計土地額值稅撥備。倘該等事宜最終由稅務部門決定的稅務結果
與初步入賬的金額不同，則有關差額會影響計算所涉期間的土地增值稅計算。

8	 股息

(a)	 年內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結算日後擬宣派之末期股息每股�.�0港仙
 （相當於每股人民幣�.��分）
 （二零一零年：每股�.00港仙（相當於人民幣�.��分）） 30,168  ��,��0    

於結算日，結算日後擬宣派之末期股息尚未確認為負債。

(b)	 過去財務年度應佔、已批准及已派付之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個財務年度，年度已批准及已派付之
 末期股息每股�港仙
 （相當於每股人民幣�.��分）
 （二零一零年：每股�.��港仙
 （相當於每股人民幣�.0�分）） 13,1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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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人民幣���,���,000元（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000元），以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0�,��0,���股（二零一
零年：���,���,���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505,360,000  ���,��0,000
發行新股 －  ��,���,���
行使認股權 2,530,932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加權平均股數 507,890,932  ���,���,���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人民幣���,���,000元（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000元），以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0�,0��,���股（攤薄）（二零一零年: 
���,���,���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507,890,932  ���,���,���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被視為不計價款
 發行股份的影響 1,133,825  �,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509,024,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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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應收同屬最終控股公司控制的
 附屬公司款項 49,780  ��,���
應收第三方款項 183,073  ���,���
減：呆壞賬的減值虧損 (8,232	) (�,��� )   

 224,621  ���,0��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同屬最終控股公司控制的
 附屬公司款項 894  �,���
應收第三方款項 74,540  ��,���   

 300,055  ���,���
    

應收附屬公司及同屬最終控股公司控制的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除租賃押金人民幣��,���,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0�,000元）將於一年後收回，預計
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將於一年內收回。

結算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中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其賬齡
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期內 207,954  ���,�0�   

逾期�個月內 16,437  ��,���
逾期��個月內但多於�個月 230  �,��0   

逾期合計 16,667  ��,���      

 224,6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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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按揭銷售的應收款項，買家不會獲授信貸期。本集團不為物業買家安排提供償還責任
擔保。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而言，本集團對要求一定金額以上信貸額之所有客戶進行
信貸評估。評估主要集中在對歷史回款情況，如何時付款及目前應付款餘額，並考慮客戶
所處經濟環境之特定情況。有關制造及銷售紙箱及紙制品的應收款項自出具賬單日起�0 – 
��0天內到期。賬款逾期�個月以上的債務人會被要求先清償所有未償還餘額，才可以獲得
進一步的信用額度。一般而言，本集團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同屬最終控股公司控制的
 附屬公司款項 1,159  �,���
應付第三方款項 865,456  ���,�0�   

 866,615  ���,���

其他應付款：
應付同屬最終控股公司控制的附屬公司款項 16,607  ��,���
應付第三方款項 1,035,759  ���,0��   

 1,918,981  �,���,��0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中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到期或於要求時償還 866,615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到期 －  ��,���   

 866,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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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登記手續，以確定有權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股東名
單，在此期間，本公司將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股東應
確保所有股份過戶登記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號合和中心��樓����-����室。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港仙。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派付。股息之派付須獲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可作實。為符合資格享有擬派股息，
股東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票連同過戶文件交予本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
��樓����-����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憑借豐富的經驗和優質的產品，在經濟環境較低迷和市場需求較疲
軟的情況下，仍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成績。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實
現經營收入約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
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約���.�%。

綜合開發業務

本集團持有成都天府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成都華僑城」）��%股權及西安華僑城實
業有限公司（「西安華僑城」）��%股權。

成都華僑城項目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是成片綜合開發的大型項目，當中包括
主題公園、住宅物業及商業，總建築面積約為���萬平方米。回顧期內成都華僑城經營收
入約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約�.�%。成都華僑城住宅項目總可銷售
面積約為���萬平方米，目前正在銷售的是住宅項目三期及四期高層。二零一一年，住宅
項目實現合約銷售面積及金額分別約��.�萬平方米和約人民幣��.��億元；已結算面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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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分別約��萬平方米和約人民幣��.��億元。於二零一一年底已簽約銷售但未結算的面
積及金額分別約�.�萬平方米和人民幣約�.�億元。二零一一年二月份，成都市推出住房限
購政策。針對新的市場情況，成都華僑城及時增加推廣渠道，調整銷售策略，帶動地產
簽約銷售額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約��%。成都華僑城商業物業目前可供出租的面積約
為�.�萬平方米，出租率達約��%。成都華僑城主題公園「成都歡樂谷」是中國西南地區最
具影響力的主題公園之一，於回顧期內共接待遊客約���萬人次，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
約�0%。二零一一年五月起，歡樂谷調整門票價格，歡樂谷回顧期內經營收入約為人民
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

西安華僑城項目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區，臨近多個著名風景名勝，其主要產品為低密
度住宅物業，並於二零一一年開始為本集團貢獻投資收益。於回顧期內，西安華僑城推出
了部分產品，包括疊拼、合院、獨棟等。預售反應十分積極，合約銷售面積及金額分別約
�.��萬平方米和約人民幣�.�億元；已結算面積及金額分別約�.0�萬平方米和約人民幣�.��
億元；已簽約銷售但未結算的面積及金額分別約0.��萬平方米和約人民幣0.��億元。二零
一一年六月底，西安華僑城於原有地塊周邊又獲取兩塊土地後，總佔地面積達約��.�萬平
方米。

紙包裝業務

本集團於包裝印刷行業擁有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並於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及長三
角地區擁有四個生產基地及數個分支機構，鑄造了具有良好客戶基礎及市場聲譽的「華
力」品牌。回顧期內本集團紙包裝業務實現經營收入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增加約�.�%；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約��.�%。

於回顧期內，雖然受到日本大地震和歐美經濟波動的影響，本集團通過採取多種策略，
全年產量仍達約��.�萬噸，產品平均售價全年維持穩定。集團的惠州基地繼續拓展知名
品牌客戶，迅速形成較穩定的銷售規模，而新設于湖北省武漢市及江蘇省昆山市的兩個
分支機構，亦加強周邊地區的市場開發，積極擴大本集團的業務版圖。在持續推出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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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同時，本集團加強與創意文化產業融合，增加產品的創意元素，本集團的紙文化創
意產品獲選為廣東省文化產業「十二五」重點項目。此外，本集團於部分廠房試點實施
VMI（供應商管理庫存）管理模式，為客戶提供更好服務，提升市場競爭力。

經營業績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達人民幣��.0�億元，權益總額為人民幣
��.�0億元，權益總額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約��.0%。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實
現經營收入達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約���.�%。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
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人民幣0.��元。

回顧期內，毛利率約為�0.�%（二零一零年約��.�%），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個百分
點。其中：綜合開發業務毛利率約為��.�%，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個百分點，主要
為成都華僑城產品結構毛利較二零一零年同期高，以及二零一一年因合併成都華僑城產
生的公允價值增值的攤銷少於二零一零年同期；紙包裝業務毛利率約為��.�%，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下降0.�個百分點。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邊際純利率約為�.�%（二零一零年為
約�.�%），較二零一零年增加�.�個百分點。其中：綜合開發業務權益持有人應佔邊際純
利率約為�.�%，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個百分點；紙包裝業務權益持有人應佔邊際純
利率約為�.�%，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0.�個百分點。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為人民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億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
人民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億元），而流動負債則為人民
幣��.��億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億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流動比率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
金流，以及銀行提供的信貸備用額作為業務的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貸款為人民幣�.��億元，其中並無
定息貸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銀行貸款人民幣�,���萬元，其中並無定
息貸款）。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率為年利率0.��%至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率為年利率0.��%
至�.��%）。部份銀行貸款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為抵押。本集團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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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負債比率（即包括應付票據及貸款之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約�0%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降約�個百分點。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償銀行貸款總額中港元貸款佔�00%（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約佔�00%）。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總額中人民幣約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約佔�%（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元約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保持穩健，且具備充裕的現金及可供動用的銀行備用額以應付本
集團的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或美元計
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營運或流動資金未曾因匯率波動
而面臨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訂立若干遠
期外匯買賣合同以減低外匯結算風險外，本集團概無採用任何重大金融工具以作對沖用
途。

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Great Tec Investment Limited（「Great Tec」）（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與深圳華僑城房地產有限公司（「華僑城房地產」）訂立資本投資協議（「資本投資
協議」）。據此，Great Tec有條件地同意向華僑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華僑城上海置地」）
出資人民幣��.��億元（「注資」）。完成後，華僑城上海置地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0.�0億
元，華僑城上海置地之股本權益將由Great Tec及華僑城房地產分別擁有�0.�%及��.�%。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本公司（作為借方）與香港華僑城有限公司（作為貸方）訂立貸款
協議（「貸款協議」）。據此，香港華僑城有條件同意將人民幣�億元借予本公司，該筆款項
將用於為注資事項提供資金。

展望

展望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形勢仍未明朗，本集團將不斷創新，積極開拓，提高運營管
理水平，鞏固本公司的各項業務均保持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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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包裝業務方面，本集團將通過與重要大客戶結成戰略聯盟，積極擴大銷售規模，同時
推動產品多元化，進一步增加文化創意元素，推進紙包裝印刷業務的穩健發展。

綜合開發業務方面，二零一二年，成都歡樂谷將採取多種措施，增強「全天候」接待能
力，擴大「家庭型」消費群體。以大型室內高科技遊樂項目為主的歡樂谷二期計劃於二零
一二年完成主體工程，並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對外開放。住宅項目方面，成都華僑城利用
成片綜合開發優勢，通過多種市推廣措施，全面展示高品質項目形象。於二零一二年計
劃推出地產五期高層住宅，面積約��.�萬平方米。同時，成都華僑城計劃完善商業板塊
整體規劃，加快商業開發進度。公司對成都華僑城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相信二零一二
年將穩中求進、再創佳績。

西安華僑城於二零一二年計劃推出面積約為�.�萬平方米的住宅物業。針對二零一二年可
能較為嚴峻的市場環境，西安華僑城將通過積極的營銷策略，提升項目知名度，樹立項
目高端形象，打造精品會所，全方位提升項目的品質。

本集團預期政府於未來一段時間將延續去年針對地產行業的調控政策，但是本集團憑借
獨具特色的整體規劃及市場定位，充分利用華僑城的品牌和資源優勢，積極獲取項目儲
備，擴大本公司的規模，提升業績增長潛力，致力於發展成為優秀的商業綜合區的開發
及運營商，在五年內成長為相當規模的香港上市公司。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0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
薪酬水準、僱員經驗及表現釐定基本薪酬，並給予全體員工平等機會。僱員薪酬維持於
具競爭力水準，並會每年審閱，且參考有關勞工市場及經濟市況趨勢。董事薪酬乃根據
市況及各董事之職責等多項因素釐定。除基本酬金和法定福利以外，本集團還參考集團
業績和員工個人表現酌情發放花紅。

本集團並無出現任何重大僱員問題，亦未曾因勞資糾紛令營運中斷，在招聘及挽留經驗
豐富的員工時亦不曾出現困難。本集團與僱員的關係良好，大部份高級管理人員已於本
集團服務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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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董事會採納新購股
權計劃，並同時終止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0,000份購
股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一年度獲行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公告期內並無購回本身之上市股份。期間，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相信，高質量的企業管治及高效率的公司團隊不僅能提升投資者信心和保障股東
利益，更能增加長期股權價值。因此本公司致力實行並維持高水準的公司管治，注重
與股東及投資者保持良好溝通，培養嚴格操守的企業文化，不斷提高本公司管理的透明
度，確保及時、完整及準確的披露公司資訊，保障股東權益並提升長期股權價值。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始終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及經審核的財務報表於提呈董事會批
准前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曉雯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發出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包括王曉雯
女士、謝梅女士、周光能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何海濱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黃慧玲女士、徐建先生及林誠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