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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HAIJ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6)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止止止止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佈佈佈佈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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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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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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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3  555520,06720,06720,06720,067     514,262 

        銷售成本  (4(4(4(448,04648,04648,04648,046))))     (420,918)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72,02172,02172,02172,021     93,34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5  8,3128,3128,3128,312     6,857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88885,3055,3055,3055,305))))     (49,578)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4,974,974,974,972222))))     50,623 

        融資成本 6(a)  ((((9,309,309,309,305555))))     (7,139)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6  ((((14,27714,27714,27714,277))))     43,484 

        所得稅開支 7  ((((4,8264,8264,8264,826))))     (10,59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19,10319,10319,10319,103))))     32,890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214,214,214,285858585     9,944 

        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     ((((4,84,84,84,811118888))))     4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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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續）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本公司股東  ((((19,63619,63619,63619,636))))     30,828 

非控股權益  533533533533     2,062 

          ((((19,10319,10319,10319,103))))     32,890 

        
應佔全面應佔全面應佔全面應佔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6,06,06,06,061616161))))     40,157 

非控股權益  1,21,21,21,243434343     2,677 

        
  ((((4,814,814,814,818888))))     42,834 

        
          (經重列)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9        

-  基本  ((((1.61.61.61.62222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12 港仙 

     
-  攤薄   ((((1.59 1.59 1.59 1.59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4 港仙 

        
        

        

        

        

        

        

        

        

        

        

        

        

        

        

        

        

        

        

        

        

        

        

        



 

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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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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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6,03926,03926,03926,039     118,832 

土地租賃溢價       25,25,25,25,934934934934     25,374 

商譽       44,1244,1244,1244,127777     70,186 

          196,196,196,196,100100100100     214,39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5,5765,5765,5765,576     38 

存貨       20,62420,62420,62420,624     16,788 

土地租賃溢價       576576576576     55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18,95318,95318,95318,958888     230,193 

可收回稅項       96396396396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76,40676,40676,40676,406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34,34,34,414141418888     95,923 

          457,521457,521457,521457,521     343,493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5,967125,967125,967125,967     114,855 

銀行及其他借貸        111180,89680,89680,89680,896     87,527 

應付即期稅項       ----     2,131 

        306,863306,863306,863306,863     204,51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1150505050,,,,658658658658     13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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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46,75846,75846,75846,758     353,372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2,72,72,776767676     2,718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33343434343,,,,982982982982     350,654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24230,24230,24230,242     30,242 

儲備       298298298298,,,,867867867867     304,04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33329,10929,10929,10929,109     334,285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4141414,,,,873873873873     16,369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33343434343,,,,982982982982     350,654 

                



 

附註：    

 
111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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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之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綜合財

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一零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

與本集團相關且自本年度起生效之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本集團所採

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要載列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包括關連方之新定義及提供關連方交易的部份披露豁免，包括

未償還餘額及提供承擔—與： 

 

(a) 報告之實體受一政府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  

(b)  其他實體為關連方由於報告之實體與其他實體受同一政府控制、聯合控制或重

大影響。 

 

本集團在其會計政策採納新定義，惟採納新定義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的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的改進 

 

該等改進包括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而與本集團有關的修訂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經修訂） 業務合併 

 

修訂釐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生效前所進行之業務合併的或然代價之過

渡性規定及指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應用指引適用於所有未到期以股份為

基礎的支款獎勵為業務合併的組成部分，無論收購方是否有責任取代該獎勵。修訂也釐清

目前擁有非控股權益的持有人賦予權利按比例分佔實體之淨資產；於清盤時非控股權益的

持有人可以選擇按公平值計量或可按被收購方可識別淨資產之分佔比例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 澄清權益變動表 

 

修訂澄清其他全面收益的各組成部分之對賬，可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

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內呈列其他全面收益的各組成部分之對賬。 

 

除上述披露者外，採納上述修訂對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222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未來變動    

 

於授權刊行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惟於本

年度尚未生效之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經修

訂） 

嚴重高通貨膨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

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經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表之項目[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2011 年)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2011 年) 獨立財務報告[4]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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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值計量[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額負債[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修訂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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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營業額指銷售包裝物料，已扣除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並於扣除所有退貨和貿易折扣後

 呈列。 

 

 

4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呈報呈報呈報呈報 

 

 a) 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包裝物料。本集團主要

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定期審閱其綜合財務資料，以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分配決

策。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類，及並無呈列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b) 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地點劃分。事實上，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

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

分析。 

 

c)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於中國之唯一經營活動銷售包裝物料之收入總額逾

10%，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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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11188882222,3,3,3,399990000     154,122 

 客戶乙 88888,7408,7408,7408,740     80,226 

 客戶丙 ----     67,813 

        
  271,130271,130271,130271,130     302,161 

        

 

 
 

 

 

 

 

 

 

 



 

 

5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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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1,3431,3431,3431,343     200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金 2,6872,6872,6872,687     3,056 

銷售原料及廢品 888888888888     1,189 

銷售蒸汽 777700004444     756 

供應商支付之補償金 390390390390     7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961)(961)(961)(961)     749 

匯兌收益淨額 3,2543,2543,2543,254     139 

雜項收入 7777     8 

 6,6,6,6,969969969969     6,657 

       
  8,3128,3128,3128,312     6,857 

       

 

 

 

 

 

 

 

 

 

 

 

 

 

 

 

 

 

 

 

 

 

 

 

 

 

 

 

 

 

 

 

 



 

 

6666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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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9,309,309,309,305555     7,139 

         

b) 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3339,1509,1509,1509,150     31,406 

 以股本結算股份為基礎之支款開支  666631313131     843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222,,,,444433333333     2,480 

         
   42,21442,21442,21442,214     34,729 

         
c)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土地租賃溢價之攤銷  607607607607     578 

 核數師酬金  575757570000     550 

 存貨成本  448,046448,046448,046448,046     420,91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26521,26521,26521,265     19,481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455455455455     12 

 包括在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內的商譽減值虧損  28,72028,72028,72028,720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虧損淨額  30303030     -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費用  5,7855,7855,7855,785     5,665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撥備  (84)(84)(84)(84)     - 

         

 

 
 

 

 

 

 

 

 

 

 

 

 

 

 

 

 

 

 



 

 

 

7777 稅稅稅稅項項項項    

    

由於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中國之經營所得稅撥備乃以現行有關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礎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照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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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4,4,4,4,623623623623     10,95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70270270270     275 

       
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    (6(6(6(67777))))     (639) 

       
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年內稅項開支    4,8264,8264,8264,826     10,594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中期股息  (二零一零年：每股4港仙） ----     20,31820,31820,31820,318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9999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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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9,636)(19,636)(19,636)(19,636)     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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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經重列)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604604604604,,,,840840840840     484,380 

股份分拆之影響（附註a） 604604604604,,,,848484840000     484,380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11,208 

配售新股份之影響    ----     7,962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09,6801,209,6801,209,6801,209,680     987,93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視作發行股份 27272727,260,260,260,260     24,520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36,9401,236,9401,236,9401,236,940     1,012,450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  基本 (1.6(1.6(1.6(1.62222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12 港仙 

    

-  攤薄 (1.59 (1.59 (1.59 (1.59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3.04 港仙 

       附註 a) 計算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時採納之普通股股份數目經已調   整，藉以反映各自年內生效之股份分拆之影響。二零一零年之普通股股份數目經已重列，以   追溯反映二零一一年生效之股份分拆之影響。  附註 b) 由於本公司非上市認股權證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回顧期內之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每股攤  薄（虧損）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非上市認股權證獲行使。   
 

 



 

101010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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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303,08303,08303,08303,088888     212,077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88888888))))     (167) 

  303,00303,00303,00303,000000     211,910 

其他應收款  3,1213,1213,1213,121     2,227 

預付款項及按金     12,83712,83712,83712,837     16,056 

           
     318,95318,95318,95318,958888     230,193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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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22283838383,3,3,3,332323232     201,340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11117777,,,,353353353353     10,028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2,3052,3052,3052,305     202 

一年以上  98989898     507 

        
  303,08303,08303,08303,088888     212,077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88888888))))     (167) 

        
 

 
303,00303,00303,00303,000000     211,910 

     

 

本集團之客戶獲授之一般信貸期介乎60至90日（二零一零年：60至90日）。應收貿易

賬款撥備以備抵賬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有關款項之機會甚微，在此情況下，減

值虧損將直接從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111111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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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63,30063,30063,30063,300     53,043 

應付票據  51,51,51,51,009009009009     51,801 

        
  114,309114,309114,309114,309     104,84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85 

其他應付款項  11,65811,65811,65811,658     9,926 

           
  125,967125,967125,967125,967     114,855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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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90,05690,05690,05690,056     73,351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22222,6442,6442,6442,644     29,131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583583583583     1,282 

一年以上  1,01,01,01,026262626     1,080 

        
  111114,30914,30914,30914,309     10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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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520,07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為514,260,000港元

增加約1.13%。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二零一一年的毛利約為72,02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為93,340,000港元減少約22.84%。

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的18.15%減少至13.85%。毛利率下降乃由於燃料、電力及勞工成本持續

上升及新增的多種稅項所致，但於現況下難以完全轉嫁予客戶。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的其他經營收入約為8,31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6,860,000港元增加約

21.22%。其他經營收入增加的主要源自本公司所持有的已抵押人民幣的定期存款的匯兌收益

約為3,250,000港元。 

 

融資融資融資融資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二零一一年的融資成本約為9,31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為7,140,000港元增加約

30.34%。融資成本增加是由於銀行及其他借貸增加及利率上升。 

 

年度虧損年度虧損年度虧損年度虧損    

 

於回顧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9,64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本公司股東應佔

溢利約為30,830,000港元。包括在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內的商譽減值虧損約為28,72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 無)。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生產及銷售用於家電的泡沫塑料及蜂窩紙包裝產品。在二零一一

年下半年，本集團面對「家電下鄉」與「節能惠民」等補貼政策的逐步退出及中國房地產市

場持續低迷，導致家電的需求大幅減少，帶給本集團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燃料、電力、員工

成本、輔料成本及新增的多種稅項等，使經營成本持續上漲及銀根緊縮等不利局面，擠壓了

本集團的盈利空間。 

 

在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在嚴峻的經營環境中經過歷練，累積了應對逆境的寶貴經驗，為本集

團未來的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中國的經濟前景受到美國疲弱經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國內通脹高企影響，預期家電

等內需品的需求，短期內不會有強勁反彈。而過去幾年的「家電下鄉」及「節能惠民」等補

貼政策也提前透支了部份家電市場的需求。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專注提升生產技術、加強內部管理及開拓新客戶。 

    

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    

 

本集團將加強的生產技術管理，持續改善生產程序，其中包括改進模具的設計及管理，令生

產流程更暢順，減少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及提升整體生產效益。 

 

 

 



 

本集團在生產過程中需要運用大量蒸汽，改善模具設計能有效減少蒸汽的消耗，本集團將專

注改良模具設計，從而提升生產效率及節省成本。 

 

業務拓展業務拓展業務拓展業務拓展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客戶的業務外，還會積極拓展新客戶。憑藉本集團的管理團隊有逾十

年包裝企業的管理經驗及擁有專業設計團隊，使本集團在拓展新客戶，具競爭優勢。未來本

集團會加強市場需求變化的敏感度及產品設計的創意，進一步提升及利用設計優勢，擴大市

場滲透率及客戶基礎。 

    

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 

 

本集團會將持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內部監控制度，使企業持續、穩定及健康地

發展。 

 

本集團將會持續精簡及改善工作流程，令營運更加流暢及減省成本。本集團透過定期召開內

部會議，加強溝通，促進各附屬公司市場訊息及生產技術交流，使各部門互相補足，各取所

長，提升企業整體的經營效益。 

 

本集團亦將持續控制庫存量於合理的低水平，以提升企業盈利。 

 

團隊建設團隊建設團隊建設團隊建設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深信擁有優秀人力資源，才能提高本集團整體競

爭力及凝聚力。本集團透過購股權計劃及通過完善獎勵花紅計劃，並持續為員工進行培訓及

提供公平公正的晉升機會，為員工構建事業發展的平台，提升管理人員素質和員工操作技能，

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培育及儲備優秀人才。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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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十二 月 三十一日 ，本集團流動資產約為457,520,000港元  (二零 一零年 : 

343,490,000港元)，當中約34,42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 95,920,000港元) 為銀行結餘及現金。本

集團流動負債約為306,8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204,510,000)主要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

付款項及銀行及其他借貸。經計及本集團現時之財務資源後，其具備充裕資金應付其持續業

務及發展所需。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

承擔為37,8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 2,50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183,070,000港元的資產(二零一零年: 

78,060,000港元) 作為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的擔保。 

    

員工資料員工資料員工資料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148人(二零一零九年: 1,412人)。本集團按

員工表現、經驗及業界慣例釐定員工薪金。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間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加

以劃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周鵬飛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本公司之業務規模及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乃交

由高級行政人員及部門主管負責，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會使董

事會與公司管理層權力及職權失衡。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間內一直遵守公司管治常規守則所載規定。 

 

 

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就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表事容宜進行磋商。其中包括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財

務資料。 

    

瑪澤瑪澤瑪澤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佈所載數字，已獲本集團核

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瑪澤」）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年內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草稿所列數額。瑪澤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

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業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瑪澤並

未就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周鵬飛先生(執行董事)，王誼先生(執行董事)，惠紅燕女士(執

行董事)，鄧闖平先生(執行董事) ，藍裕平先生(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冼家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陳鴻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登載在「披露易」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inoha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