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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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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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CHEU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至祥置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至祥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
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2,344 8,922
銷售成本 (119) (126)

毛利 12,225 8,796
其他收入 5 2 8
行政開支 (1,883) (2,50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900 3,90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 116

除稅前溢利 13,244 10,320
所得稅開支 7 (2,220) (1,681)

本期間溢利 6 11,024 8,639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待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80 (29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204 8,3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11,024 8,6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204 8,345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9 3.2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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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7,300 34,400
待售金融資產 10 73,173 96,263

110,473 130,663

流動資產
待售金融資產 10 23,947 11,415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900,000 900,00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2,482 2,917
定期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31,511 12,284

957,940 926,616

流動負債
欠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4 144
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12 741 413
按金及預收款項 1,478 309
稅項負債 2,355 1,514

4,698 2,380

流動資產淨值 953,242 924,23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63,715 1,054,899

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股本權益
股本 3,388 3,388
股份溢價 495,160 495,160
股東注資 20,719 20,719
證券投資儲備 5,863 4,683
保留溢利 538,079 530,443

股本權益總額 1,063,209 1,054,3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6 506

1,063,715 1,05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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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之適用披露規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其公平值計算之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除
外。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下述者外，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修訂（「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嚴重高通賬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採納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惟此會計政
策變動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除上述者外，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
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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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仍未生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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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至2011年頒布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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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過渡指引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2

（2011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2

（2011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2

（2011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呈列－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詮釋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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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於日後出現變動。

3.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指已收及應收之合計金額，分析如下：

物業租金收入 1,441 1,438
待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2,731 2,193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 8,172 5,291

12,344 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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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分類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用於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之報告釐定營運分類。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完成出售於駿昇中心所持作出售物業之全部單
位後，本集團呈報業務分類之一，即物業發展分類，已於本期間內予以剔除。董事認為，呈列
呈報分類之變動對過往期間內分類資料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擁有兩個可呈報分類－(i)物業租賃；及(ii)證券投資及融資。本集團乃以管理層用作決策
之營運資料進行分類。

主要業務活動如下：

物業租賃  － 物業租賃
證券投資及融資  － 證券投資及融資業務

本集團以扣除稅項開支前（惟不包括主要非現金項目）之經營溢利或虧損為基準評估表現。主要
非現金項目為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可入賬之分類間收入。

本集團可呈報分類為策略業務單元，以營運不同業務。彼等受個別管理，此乃由於各業務擁有
不同市場，且要求不同市場策略。

於證券投資及融資產生之收入10,90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7,484,000港
元）中約8,17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5,291,000港元）之收入來自本集團一
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名）主要客戶，並佔本集團收入總額超過10%。

營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投資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441 10,903 12,344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1,322 10,724 12,046

未分攤項目
利息收入 1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淨額 (1,703)
所得稅開支 (2,220)

核心溢利（不包括主要非現金項目） 8,124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9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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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證券投資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37,313 999,589 1,036,902

未分攤之公司資產 31,511

綜合資產總額 1,068,413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1,642 – 1,642

未分攤之公司負債 3,562

綜合負債總額 5,20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投資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438 7,484 8,922

業績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業績 1,342 7,463 8,805

未分攤項目
利息收入 7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87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淨額 (2,479)
所得稅開支 (1,681)

核心溢利（不包括主要非現金項目） 4,739
主要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9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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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證券投資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產 34,413 1,010,432 1,044,845

未分攤之公司資產 12,434

綜合資產總額 1,057,279

負債
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負債 309 – 309

未分攤之公司負債 2,577

綜合負債總額 2,886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在香港經營所有業務。在兩個期間本
集團收入全部來自香港。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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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僱員成本總額：

董事酬金 (279) (280)
薪金及其他福利 (863) (1,65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7) (81)

(1,189) (2,014)

核數師酬金 (110) (110)
匯兌虧損淨額 (179) (21)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1,441 1,438
減： 本期間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19) (125)

本期間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 (1)

1,322 1,312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出包括：

當期稅項：
香港 2,220 1,68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16.5%）計算。

8. 股息

董事會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金額約為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每股1港仙）。中期股息於中期報告日期後宣派，及並未於各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2港仙），金額約為
3,400,000港元，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派付，該股息已於本期間之保留溢利劃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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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1,02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8,639,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38,765,987股（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38,765,987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並無攤薄事項，故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
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待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待售金融資產包括：
非上市浮息票據 – 11,415
非上市定息票據 97,120 96,263

97,120 107,678

作報告用途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73,173 96,263
流動資產 23,947 11,415

97,120 107,678

浮息及定息票據為非上市證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定息票據按固定年利率4.75厘至 6.50
厘（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浮動年利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0.23厘或固定年利率4.75厘至
6.50厘）計息並將於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二零一九年八月到期。

1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內並無包
括應收貿易款項。

12. 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內並無包括應付
貿易款項。

13.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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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一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一港
仙）。中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營業
時間結束時已登記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為確定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本期間之收入增加至12,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900,000港元）。本
期間之毛利為1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800,000港元）。本公司擁
有人於本期間之應佔溢利為11,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8,600,000港元。

於本期間，證券投資及融資分類錄得收入10,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7,500,000港元）。至於物業租賃，本期間之租金收入為1,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1,400,000港元）。於本期間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900,000港元）。

本期間之每股盈利為3.25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2.55港仙）。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資產淨值達1,063,200,000港元，而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054,400,000港元。資產淨值之變動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保留
之溢利及派付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3,400,000港元所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3.14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1港元）。

債務及資本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定期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為31,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3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
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故於本期間並無就非港元資產或投資進行對沖。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投資、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美元計算，故並無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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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以取得
銀行信貸，而本集團概無任何根據銀行信貸文件須履行之責任。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
然負債。

財務及利息收入╱開支

本期間之利息收入增加至10,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7,500,000港元），
該金額包括浮息及定息票據之名義利息收入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4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利息開支。

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僱用任何職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
期間僱員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300,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徵收之僱員成本。

本期間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保柏國際評估」）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進行物業估值，有關估值已用於編製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保柏國際評
估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物業估值。該估值乃以直接比較法假設該物業可以現
況交吉出售及參照有關市場上可供比較之銷售證據，或投資法考慮該物業目前收取之租金及
其復歸收入潛力。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估值為37,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4,400,000港元），而公平值增加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3,900,000港元）已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確認。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提供予華 集團之貸款及若干長期及短期浮息及定息票據（「票據」）之財務回報構
成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而停車位租賃收益構成次要來源。

融資及證券投資

期內，本集團依照三年期循環貸款協議，借予華 集團，年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一點
五厘，為數900,000,000港元之貸款，所入賬之利息收入總數為8,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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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金為1,500,000美元之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被贖回。 整體上，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投資於本金總面額為11,500,000美元之票據，於期內所帶來之利息收入為2,700,000
港元。對比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票據公平值107,700,000港元，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之公平值為97,100,000港元。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九龍紅磡駿昇中心五十個停車位。期內，來自該五十
個停車位之租金收入約為1,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亦約為1,400,000港元。

展望

踏入下半年，香港經濟仍未有顯著改善，中國經濟環境亦類同。縱使通貨膨脹情況已穩定下
來，相應現象乃經濟活動減慢。歐洲債務危機仍未有解決方案。美國經濟復甦仍然緩慢。在
不同國家給予不同之量化寬鬆政策使貨幣數量增加下，銀行儲蓄存款利率於現行美金與港幣
聯繫匯率掛漖制度下相信將會持續保持較低利率。

在環球及本地不明朗經濟因素包圍下，本公司之商業策略實為謹慎，既能保持強大資金，亦
在更新借予華 集團為數900,000,000港元循環貸款融資下（新年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一
點五厘），令利息收入溫和上升。同時，在未來沒有不可預見之不利情況下，駿昇中心停車位
租賃及票據投資，將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確保公司具有高透明度以及保障股東及本公司之整體
利益。自二零零五年以來，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前稱《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及若干
建議最佳常規（因應不時之修訂）。

經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後，董事會相信本公司已於回顧期間內應用該企管守則內之原
則並已遵守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
無遵守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在潘敏慈小姐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辭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職位後，昌榮華
先生被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彼亦身兼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董事會考慮本
公司業務於短期內維持穩定，昌先生兼任行政總裁之空缺對本公司業務營運及良好企業管治
常規並不構成重大困難或影響。當本公司業務需要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有所區分時，董
事會將會作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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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2條，上市公司之董事會每年進行內部監控檢討時，應特別考
慮上市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訓課
程及有關預算是否足夠。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3.3(g)條，上市公司審核委員會的職權
範圍應包括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系統的職責，以確保管理層已履行職責建立有效的內部監
控系統，討論應包括上市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培訓課
程及有關預算是否足夠。儘管本公司現時並無聘請任何僱員，董事會已取得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華 」）之協助，提供及分享其在會計及財務匯報的資源，其中包括人力資
源、會計程式及其他資料系統設備，以確保本公司能遵守法律及上市規則就制定財務匯報及
內部監控之規定。董事會相信有關與華 達成此安排將有助大大減低本公司於處理會計、財
務匯報及內部監控之成本。董事會將致力使本公司與華 根據上述的安排下確保高效率及效
益以及獨立的財務匯報制度及內部監控制度。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3.7條，上市公司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應就上市公司僱員可暗
中就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之安排作出檢討。審核
委員會應確保有適當安排，使此等事宜能作出公平獨立的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由於本公司
現時並無聘請任何僱員，董事會認為在沒有有關之安排下，將不會對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
其他有關方面的職能帶來重大之影響。由於現行之會計、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已由華 負責，
本公司現正考慮制定步驟及安排，以使負責處理本公司會計事宜的華 所有有關經理及其下
屬可暗中就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相關方面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D.1.4條，上市公司應具備正式的董事委任書，訂明彼等委任的主
要條款及條件。由於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將於二零一二年末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決定給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董事袍金，董事會認為將
有關委任董事的主要條款及條件之委任書與董事袍金於二零一二年末一併作出考慮為較佳做
法。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F.1.1條，上市公司之公司秘書應為上市公司之僱員，對上市公司
的日常事務有所認識。林光蔚先生自二零零零年出任為本公司之集團財務總監及於二零零二
年末出任公司秘書，儘管林先生並不是本公司之僱員，彼對本集團日常事務有廣泛認識。林
先生除自一九九四年出任為華 之公司秘書外，現時更出任為華 之執行董事及集團財務總
監，董事會認為彼乃本公司與華 之溝通橋樑，彼作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所提供之服務屬不
可或缺。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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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就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遜於該標
準守則所規定之操守準則（「僱員守則」）。本公司在向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即華 集團高級
行政人員）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僱
員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且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由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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