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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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2）

二零一一年年度業績公佈

星晨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五 599,865 558,981
銷售成本 (528,982) (495,691)

  

毛利 70,883 63,290
其他收入 六 20,321 8,639
銷售開支 (9,548) (6,229)
行政開支 (74,480) (73,815)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176 (8,115)
財務費用 — —
非經常性開支 七 — (12,517)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7,176 (20,632)
所得稅開支 八 (62) (1,957)

  

持續經營業務年度內溢利╱（虧損） 7,114 (2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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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度內虧損 九 (207) (517)

  

年度內溢利╱（虧損） 6,907 (23,10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891 (11,157)
 非控股權益 16 (11,949)

  

6,907 (23,106)
  

每股盈利╱（虧損） 十
 基本
  — 年度內溢利╱（虧損） 0.55仙 （4.62仙）

  

  —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0.57仙 （4.41仙）
  

 攤薄
  — 年度內溢利╱（虧損） — —

  

  —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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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度內溢利╱（虧損） 6,907 (23,10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3,05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199)
折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4,354 4,659

  

年度內其他全面收益 1,295 4,460
  

年度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8,202 (18,64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186 (6,697)
 非控股權益 16 (11,949)

  

8,202 (1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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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078 17,038
發展中物業 3,806 3,806
預付土地租賃款 3,035 2,98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6,826
其他資產 8,225 8,217
已抵押銀行結餘 2,343 2,417
遞延稅項資產 10,043 10,086

  

48,530 71,373
  

流動資產
待售發展中物業 66,233 65,908
待售物業 35,225 59,719
存貨 754 380
應收貿易賬項 十一 5,896 8,43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45,861 27,063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 —

關連公司欠款 8,788 8,093
聯營公司欠款 921 9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9,647 134,791

  

593,325 305,309

分類為待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九 — 17,323
  

流動資產總額 593,325 3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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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欠關連公司款項 2,279 2,279
欠聯營公司款項 129 129
應付稅項 4,256 4,382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十二 99,695 87,121
其他免息借貸 16,710 16,710

  

123,069 110,621

與分類為待售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九 — 6,589
  

流動負債總額 123,069 117,210
  

流動資產淨額 470,256 205,422
  

資產淨額 518,786 276,79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十三 19,316 482,910
儲備 440,586 (264,9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9,902 217,927
非控股權益 58,884 58,868

  

權益總額 518,786 27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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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一、 呈列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告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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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外，該等綜
合財務報告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該等財務報
告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除外。待售出售集團按賬面
值及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詳情於附註九闡釋。該等綜合財務報告以港元
呈列，除另有列明者外，所有數額已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

二、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般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採納以下與其業務及此等財務報告有關而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頒佈之全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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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有關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之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呈列 — 供股分類 之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之修訂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 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所頒佈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此等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放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提供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之修訂所規定額外披露資料。由於本集團並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
該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構成任何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闡明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新定義強調關連人士關係之
對稱性，並闡明人士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實體之關連人士關係之情況。經修訂準則亦
引入報告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之實體進行交易之一般
關連人士披露規定之豁免。關連人士之會計政策已修訂，以反映根據經修訂準則之關
連人士定義變動。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指明以發行人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列值之供股（供股、購股
權或認股權證）之會計處理方法。過往該等供股乃以衍生負債入賬。然而，於此項更新
包括之修訂規定，在達成若干條件之前提下，該等供股分類為權益，而不論行使價之列
值貨幣。該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構成財務影響。



– 7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之修訂規定實體將最低資金要求供款之
任何預付款項確認為經濟利益。由於本集團並無定額福利計劃，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
團構成財務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指明實體於金融負債之條款獲重新磋商，
並導致實體向實體之債權人發行權益工具以抵銷全部或部分金融負債時之會計處理方法。
由於本集團並無重新磋商任何金融負債之條款以致發行權益工具清償有關金融負債，
該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構成財務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載列對多項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所作修訂。各項準則均設有個別過渡性條文。儘管採納部分修訂導致會計政
策有變，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構成重大財務影響。適用於本集團
之主要修訂詳情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指明實體於更改其會計政策或使用於此項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所包括豁免時之呈列及披露規定。該修訂亦引入以重估基準為推定成本，
並將推定成本之豁免擴展至業務受利率規管之實體。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所消除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不適用於採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前所進行業務合併之或然代價。

此外，該修訂限制非控股權益計量選擇之範圍。只有屬於現時擁有權權益並賦予其持
有人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資產淨值之非控股權益組成部分，方可以公平值或
以現時之擁有權工具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進行計量。除非其他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基準，否則非控股權益之所有其他組成部分均以其收
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

該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獎勵之會計
處理方法。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擬透過減少有關所持抵押品之披露量，並規定定
性資料須與定量資料一併考慮，從而簡化及改進披露資料。

(d)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益各組成部分之分析可於權益變動表
或財務報告附註內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其他全面收益各組成部分
之分析。

(e)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對香港
會計準則第2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作後續修訂須於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或在提早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時提
早應用。

(f)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規定於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中更新有關重大事件及交易
之相關資料。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現時明確規定須作出披露之事件及交易，並已
就應用金融工具之規定提供指引。

(g)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闡明獎賞之公平值須計及預期沒收
之獎賞及原應向並無在初次銷售時獲得獎賞之客戶提供之折扣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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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告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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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嚴重高通脹及就首次採納者
 撤銷固定日期之修訂 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之修訂 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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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3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之修訂 2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僱員福利 4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獨立財務報表 4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4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5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預期於首次應用期間產生之影響。
然而，於完成詳細審閱前，尚未能就有關影響提供合理估計。

四、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可呈報分部，以就本集團之組成部分提交
內部報告供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便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表現。現有以
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分部提供外地旅行團服務、機票及酒店預訂服務及其他與
旅遊相關之服務；

(b) 物業發展分部包括物業發展及銷售；及

(c) 公司及其他業務分部包括一般公司開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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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部
業績指在未分配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未分配開支（包括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及
財務費用之情況下，持續經營業務所賺取之除稅前溢利或虧損。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及董事會進行匯報之方式。

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呈報分部分析如下：

旅遊及與旅遊
相關服務 物業發展 公司及其他業務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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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566,343 536,891 33,522 22,090 — — 599,865 558,981

其他收入 7,425 5,304 1,318 834 698 177 9,441 6,315
        

總收入 573,768 542,195 34,840 22,924 698 177 609,306 565,296

調節：
利息收入 4,554 353

多間附屬公司取消登記
 之收益 — 1,87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000 —

出售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之收益 3,326 —

外匯收益淨額 — 101
  

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之收入 620,186 567,620

  

分部業績 3,645 12,639 (105) (14,221) 5,799 (46) 9,339 (1,628)

調節：
利息收入 4,554 353

未分配開支 (6,717) (6,840)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176 (8,115)

財務費用 — —

非經常性開支 — (12,517)
  

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之除稅前
 溢利╱（虧損） 7,176 (20,632)

  

上文呈報之收入乃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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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域分部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區域地區經營業務 — 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他地區（「中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460,439 412,043
中國 139,426 146,938

  

599,865 558,981
  

五、 收入

本集團收入即營業額，指年度內所提供服務價值及銷售待售物業之所得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 566,343 536,891
銷售待售物業 33,522 22,090

  

599,865 558,981
  

六、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521 323
其他利息收入 33 30

  

4,554 353
簽證收入 347 318
佣金收入 5,598 4,584
其他 3,496 1,413

  

13,995 6,668
  

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000 —
多間附屬公司取消登記之收益 — 1,87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3,326 —
外匯收益淨額 — 101

  

6,326 1,971
  

20,321 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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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非經常性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撇銷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之不可收回結餘 — 12,517
  

八、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
16.5%）作出撥備。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零年：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或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
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 — 香港 — —

即期 — 中國
 年內繳付 — 14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 —

— 14

即期 — 其他國家
 年內繳付 17 —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 —

17 —

遞延 45 1,943
  

年內繳付稅項總額 62 1,957
  

於二零一一年，由於本集團並無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充足香港應課稅溢利抵銷可用稅
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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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董事會宣佈計劃出售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星晨證券有限公司（「星
晨證券」），該公司從事本集團近乎所有財務服務業務。該出售貫徹本集團長遠政策，集
中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以及物業發展。該出售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

星晨證券年內業績呈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127 1,530

開支 (334) (2,047)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207) (517)

應佔所得稅開支 — —
  

(207) (517)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度內虧損 (207) (51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待售之星晨證券之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下：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

其他資產 600

應收貿易賬項 20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31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6,3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175
 

分類為待售資產 17,323
 

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2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6,465
 

與分類為待售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6,589
 

與出售集團直接有關之資產淨值 1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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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晨證券產生之淨現金流量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 (478) (527)
投資活動 — (13,291)

  

現金流出淨額 (478) (13,818)
  

每股虧損（附註十）：
 來自已終止業務
  基本 （0.02仙） （0.21仙）

  

  攤薄 — —
  

十、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年度內溢利╱（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1,241,672,808股（二零一零年：241,545,755股（重列）；2,414,547,555股（如前呈
報））計算。

因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

十一、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總額 6,010 8,676
減值撥備 (114) (241)

  

5,896 8,435
  

除一般要求新客戶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按信貸方式作出。信
貸期一般為一個月。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有鑑於上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
易賬項與大量不同客戶有關，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項不計息。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後之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1,875 363
一至三個月 3,879 5,698
四至十二個月 6 2,198
一年以上 136 176

  

5,896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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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項乃與多個與本集團有良好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基於
過往經驗，倘本集團董事認為該等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則毋須作減值撥備。
相關客戶所欠結餘仍被視為可全部收回。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工具。

由於並無逾期或減值，計入出售集團（附註九）之應收貿易賬項港幣零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202,000元）之賬齡為一個月以內。

十二、 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項 35,493 31,106

銷售待售物業之預收款項 6,263 8,222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57,939 47,793
  

99,695 87,121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32,174 26,954

一至三個月 1,220 2,389

四至十二個月 591 767

一年以上 1,508 996
  

35,493 31,106
  

計入出售集團（附註九）之應付貿易賬項港幣零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24,000元）之賬齡為
一個月以內。

應付貿易賬項不計息，結算期一般為六十日。

十三、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港幣0.01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20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931,638,040股（二零一零年：2,414,547,555股）每股面值
  港幣0.01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20元）之普通股 19,316 48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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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及特別決議案，內
容有關 (a)將每10股每股面值港幣0.20元之股份合併為1股每股面值港幣2.00元之合併股份；
(b)將於彙集股份合併所產生之全部零碎配額後餘下之任何零碎配額註銷；並將當時已
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每股港幣2.00元削減至港幣0.01元；(c)將每股面值港幣2.00元之
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拆細為2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經調整股份；(d)將股本削減
產生之總進賬額撥入本公司之儲備賬，用以（其中包括）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e)於股
本重組生效後，將買賣本公司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由2,000股股份更改為8,000股經調整
股份；及 (f)按每持有一股經調整股份獲發五股發售股份之基準進行公開發售，另按根
據公開發售每承購五股發售股份獲發兩股紅利經調整股份之基準進行紅利發行。全部
交易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或之前完成。

十四、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已出售於星晨證券之全部股權，該公司從事本集
團近乎所有財務服務業務。星晨證券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2

其他資產 600

應收貿易賬項 7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01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6,1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697

應付貿易賬項 (266)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繳費用 (6,519)
 

10,528

出售收益 3,000
 

以下列各項支付：
 現金 13,528

 

十五、 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為鼓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營運成功作出貢獻，本公司設立新購股權計劃（「計
劃」）。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其他僱員、
本集團貨品或服務供應商、本集團客戶、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任何非控股股東。
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生效，除另行註銷或修訂外，將自該日起計十年內維持有效。

根據計劃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及根據任何其他計劃將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之
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在計算10%限額時，
根據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之條款已告失效之購股權將不會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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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根據計劃向身為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之參
與者授出購股權，必須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包括擬承授購股權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倘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
將導致任何有關人士於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內，因行使根據計劃
已授出或將予授出之全部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獲發行
及將獲發行之股份：(A)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0.1%；及(B)按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計算，
總值逾港幣5,000,000元，則董事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必須事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以按股
數投票表決方式批准。任何身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之股東必須放棄投票贊成批准進一步
授出購股權之決議案。本公司須編製股東通函以說明授出建議，並披露將授出之購股
權數目及條款，以及載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身為購股權承授人之任何獨立非執行
董事）就投票作出之推薦意見及上市規則規定之任何其他資料。授予主要股東或獨立非
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之購股權條款有任何變動，均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
上批准。

參與者一經接納購股權要約，須於要約日後21日內就所獲授之購股權向本公司支付港
幣1.00元。購股權價格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並通知購股權持有人。最低購股權價格
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金額：(A)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於要約日之收市價；(B)聯交
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於緊接要約日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 (C)股份面值。

未行使之購股權（包括因本公司進行清盤而產生者）將不獲派發任何股息，亦不得行使
任何投票權。在行使購股權時發行之股份將在各方面與配發日期已發行之股份享有同
等地位。該等股份將不享有參考配發日期前股份附帶之任何權利（其中包括投票權及獲
派發股息之權利）。根據計劃發行之股份概毋須分開處理。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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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港幣7,200,000元（二零一零年：虧損港幣8,100,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港幣6,900,000元（二零一
零年：虧損港幣11,200,000元）。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
零一零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概覽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經營業務溢利港幣7,200,000元，相比二零一零年則錄
得虧損港幣8,1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溢利為港幣6,900,000元，相比二零一零年則為應佔虧損港幣11,2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由
二零一零年之港幣559,000,000元增加7.3%至二零一一年之港幣599,900,000元，
主要乃因來自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之收入有所增長。

旅遊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旅遊部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
入為港幣566,300,000元，較二零一零年之港幣536,900,000元增加5.4%。促成收入
增長之主要原因是香港之星晨旅遊有限公司（「星晨旅遊」）之收入增長。年內，
儘管發生日本海嘯及澳洲水災等一連串天災，加上埃及和韓國政局不穩，星
晨旅遊之外地旅行團產品銷售仍較二零一零年增加6.5%。

於二零一一年，鑑於全球通脹加劇及本集團業務拓展，旅遊部業績受到經營
成本上升所影響。於回顧年度，旅遊部業績錄得溢利港幣3,600,000元，而二零
一零年則為港幣12,600,000元。溢利減少主要由於廣告及推廣開支較二零一零
年增加57.2%、租金及租賃付款增加16.5%、員工薪酬及相關成本增加20.3%，以
及負責處理公司客戶之兩個新成立部門產生額外經營成本。

展望未來，本集團目標為物色新業務機遇以促進旅遊部可持續增長，降低經
營成本，並開拓及發展優質旅遊產品，運用完善的服務平台，以穩守旅客首
選香港旅行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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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部

於二零一一年，房地產部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為港幣33,500,000元，而二零
一零年則為港幣22,100,000元。房地產部業績錄得虧損港幣100,000元，而二零
一零年則為港幣14,200,000元。

年內，管理層持續專注銷售星晨花園（「星晨花園」）及星晨廣場（「星晨廣場」）之
已竣工待售單位，年內成功出售價值港幣24,500,000元之單位。於二零一一年
售出之星晨花園及星晨廣場之已竣工單位之毛利率與二零一零年售出之物業
相若。為貫徹一般收入確認方式，出售累計銷售價值港幣6,300,000元之14個單
位產生之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及溢利以及虧損港幣800,000元並未於本集團
之損益賬中確認。

迄今為止，星晨花園第一至第八期全部已竣工住宅單位中約99.6%已售出。而
星晨廣場第一至第四期全部已竣工住宅及商業單位中約95.8%已售出。

已終止業務

鑑於星晨證券有限公司（「星晨證券」）僅佔本集團收入總額及經營業績之小部分，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宣佈出售星晨證券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已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

區域分部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收入主要來自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而在中國其他地
區之收入則主要來自 (i)物業發展及 (ii)旅遊及與旅遊相關服務。

財務狀況回顧

概覽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非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發
展中物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抵押銀行結餘以及遞延稅項資產）為港幣
48,500,000元，相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71,400,000元，減少港幣
22,9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合共為港幣593,300,000
元，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港幣322,6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流 動 負 債 為 港 幣123,100,000元，而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則為港幣117,200,000元。

股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款總額為港幣16,700,000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16,700,000元），包括其他免息借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供本集團使用但尚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零（二零一零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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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港幣518,800,000元（二零
一零年：港幣276,800,000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2%，相比二零一
零年為6.0%。資產負債比率乃按照本集團之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為基準計算。

作為財政管理之一部分，本集團集中處理本集團所有營運之資金。本集團之
外匯風險主要涉及人民幣（來自於中國中山市之物業單位之銷售）。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港幣300,000元之資本承擔（二零一零
年：港幣3,4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港幣3,000,000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27,100,000元）。該等或然負債主要涉及向銀行作出回購擔保，以獲
得該等銀行向星晨花園及星晨廣場項目之物業買家提供按揭貸款。董事認為，
該等擔保於其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值實屬微不足道。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數港幣2,30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400,000
元）之非流動銀行結餘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以取得該等銀行向中國中山市星晨
花園及星晨廣場項目之物業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僱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受僱員工總數為361人，而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70人。作為本集團人力資源政策之一部份，僱員是根
據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計劃之一般架構，按本身表現獲得報酬。現時，本集
團設有僱員購股權計劃。本集團繼續推行其整體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計劃，
協助僱員學習所需知識、技能及經驗，應付現有及未來之要求及挑戰。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
則條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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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2.1、A.4.1及E.1.2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
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間之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本公司尚未委任主席，董事會擬在選定適合人選後盡快委任主席。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
接受重選。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彼等須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安
排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如適用）之主席，或在該等委員會主
席缺席時由另一名委員會成員（或倘該名委員會成員未能出席，則其適當委任
的代表）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本公司尚未委任主席，董事會擬在選定適合人選後盡快委任主席。因此，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並無董事會主席出席。然而，
本公司執行董事季志雄先生擔任該大會主席，而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
席亦有出席以回答任何提問，確保與股東保持有效的溝通。

有關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進一步詳情，將列載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底前寄發予各股東之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中企業管治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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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對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
彼等於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指定標準。

成立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將告成立且
訂有書面職權範圍，由主席陳凱寧女士（「陳女士」）以及成員蘇慧琳女士（「蘇女士」）
及宋逸駿先生（「宋先生」）組成。陳女士、蘇女士及宋先生均為本公司之現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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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經修訂及經重列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本公司自一九九二年起採納現時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章程細則」），
並於採納後作出多項修訂。為使章程細則與上市規則若干近期變動貫徹一致
以及更新章程細則，現有章程細則須作出若干修訂。鑑於作出大量修訂，董
事謹藉此機會建議採納一份綜合所有過往及建議修訂之經修訂及經重列之章
程細則（「經修訂及經重列之章程細則」）以取代現有章程細則，自相關特別決
議案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通過當日起生效。

建議採納經修訂及經重列之章程細則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
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章程細則之建議主要修訂詳情
之通函連同召開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
股東。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核數、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項，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
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星晨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季志雄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宋衛民先生、季志雄先生及楊國良先生，
非執行董事曹紹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凱寧女士、蘇慧琳女士及宋
逸駿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