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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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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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首季度業績 
 
 

董事會謹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主要

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同時披露二零一一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下之披露責任而作出。 

 

漢港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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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期

間之未經審核主要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

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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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附註 三個月 三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62,450 61,611 

銷售成本  (82,887) (18,454) 
    

毛利  79,563 43,157 

其他收入 3 320 49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735) (807) 

管理費用  (4,550) (1,606) 

其他經營費用  (9) (16) 
    

經營溢利  73,589 41,219 

融資成本  - -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 (17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3,589 41,046 

所得稅開支  (21,412) (14,574) 
    

期內溢利  52,177 26,47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599) (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1,578 26,45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52,401 26,480 

- 非控股權益  (224) (8) 
    

    
  52,177 26,472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51,802 26,466 

- 非控股權益  (224) (8) 
    

    
  51,578 26,458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每股盈利  

(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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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及攤薄  4.37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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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

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37 – 39號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1215室。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而理順集團架構而進行的重組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完成。

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本公司股份已於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業績是依據香港普遍認可之會計政策、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

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除投資物業

按公平值呈列外，它們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未經審核業績不包括所有載於年度

財務報表裡的資訊及披露，未經審核業績須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未經審核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一致，就本財務報表而言，香港會計師公會首次頒佈

以下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新

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則除外： 

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強制開始生效的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改進有關金融資產轉讓交易之解除確認披露

規定，令財務報表使用者更能掌握對所轉讓資產留存於實體之任何風險可能構成

之影響。該等修訂本亦規定須就報告期末前後曾出現不合比例之轉讓交易作出額

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引入投資物業可全部透過銷售收回之可駁回假

設。倘投資物業可予折舊，且該物業以隨時間消耗該投資物業絕大部分經濟收益

（並非透過銷售）為目標之業務模式持有，則此假設可予駁回。該修訂本將追溯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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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前提前採用的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就綜合計算所有被投資實體引入單一控制權模式。當

投資者有權控制被投資方（不論實際上有否行使該權力）、對來自被投資方之浮

動回報享有承擔或權利，以及能運用對被投資方之權力以影響其所得回報時，投

資者即擁有控制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載有評估控制權之廣泛指引。例

如，該準則引入「實際」控制權之概念，倘相對其他個人股東之表決權益之數量

及分散情況，投資者之表決權益數量足以佔優，使其獲得對被投資方之權力，持

有被投資方表決權少於 50%之投資者仍可控制被投資方。 

潛在表決權僅在實質存在（即持有人有實際能力可行使該等表決權）時，方於分

析控制權時予以考慮。該準則明確要求評估具有決策權之投資者是以委託人或代

理人身份行事，以及具有決策權之其他各方是否以投資者之代理人身份行事。代

理人獲委聘以代表另一方及為另一方之利益行事，故在其行使其決策權限時並不

控制被投資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亦就投資者何時評估其對被投資方的若干部分（分

支，即特定的資產及負債或被投資方的一組資產及負債）的權力提供指引。 

實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可能導致被視為受本集團控制並因此在財務報表

中綜合入賬之實體出現變動。現有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有關其他合併相關事項

之會計規定貫徹不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獲追溯應用，惟須受限於若干

過渡性條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對合營企業之權益及香港

（會計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 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提供之非貨幣出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所指之共同安排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所指之合營企

業之基本特點相同。共同安排分類為合營業務或合營企業。倘本集團有權享有共

同安排之資產及有義務承擔其負債，則被視為合營者，並將確認其於共同安排產

生之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權益。倘本集團有權享有共同安排之整體淨資產，

則被視為於合營企業擁有權益，並將應用權益會計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不准許採用比例綜合法。在透過獨立實體組織之安排中，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

均應予考慮，以釐定參與該安排之各方是否有權享有該安排之淨資產。以往，獨

立法律實體之存在為釐定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所指之共同控制實體是否存在之

主要因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將追溯應用，並特別規定由比例綜合法改

為權益法之合營企業及由權益法改為將資產及負債入賬之合營業務須予重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對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整合有關對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安排之權益之

披露規定，並使有關規定貫徹一致。該準則亦引入新披露規定，包括有關非綜合

計算之結構實體之披露規定。該準則之一般目標是令財務報表使用者可評估呈報

實體對其他實體之權益之性質及風險，以及該等權益對呈報實體之財務報表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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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對於合併財務報告作出規範，修訂後的香港會計準則

第 27 號只規範個別財務報表，包括如何編制獨立財務報表以及在獨立財務報表

中應披露之內容。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經修訂） 對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隨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的發佈，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作出了相應修

訂。企業需運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來確定其所參與的合營協議種類。一

旦確定企業擁有的權益被分類為合營公司，該投資即應以權益法進行核算。 

除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外，上

述其他五項新制定或經修訂的準則均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之後開始的會

計年度生效，並且按照相應的過渡要求實施。上述五項新制定或經修訂的準則允

許提前採用，但必須同時提前採用。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採用上述五

項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採用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引致對財務報表

之影響載列如下。 

採用新訂或經修訂的會計準則之影響：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 28號（經修訂）對於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和本集團本季度業績沒有重大影響。 

自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本集團改變對附

屬公司及共同安排之會計政策。因應新政策，本集團重新評估對其共同控制實體

的分類，亦同時考慮本集團與另一合營方簽訂之指定經營協議之影響，有關共同

控制實體會被分為兩個經營活動，分別是一個由雙方控制之合營項目（「合營項

目」）及一個由本集團單獨控制一組已被區隔之資產及負債之項目（「被視作單獨

實體」）。本集團於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以權益法核算本

集團應佔合營項目之權益及於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合併

本集團應佔被視作單獨實體之權益。 

在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前，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企業權益核算為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及以權益法包含於綜合財務報表。 

以下表示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對綜合財務

情況表之影響，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重述後金額與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年原列報金額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金額與假設本集團沒有提早在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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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增加/(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3 380 

對合營企業的投資 (147,698) (81,500) 

開發中物業 280,806 264,17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750 11,892 

已抵押存款 2,234 1,07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901 10,132 

   

   
 170,326 206,152 

   

   

負債:   

應付賬款 11,945 11,11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0,241 115,165 

稅項撥備 (860) (126) 

銀行及其他借款 79,000 80,000 
   

   
 170,326 206,152 

   

 

以下表示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對綜合全面

收益表之影響，即去年（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述後金額與原

列報金額及本期間（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金額與假設本集團沒

有提早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的對比：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之增加 12 2 

銷售及分銷費用之增加 (869) (420) 

管理費用之增加 (793) (3,063)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之減少 1,650 3,481 

   

   

對期內溢利／全面收益之影響 - -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基本及攤薄之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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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期內確認之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如下：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三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出售待售物業 162,450 61,611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30 314 

租賃收益 190 177 
   

   
 320 491 
   

 

 

4.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5.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

幣 52,401,000 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 26,480,000 元）以及該期間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 1,200,000,000股（二零一一年：900,000,000股）計算，假設根據重

組發行之 900,000,000股股份已於該兩個期間內已發行。 

由於本集團在期內及過往期間沒有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

利金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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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分析 

 

收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收入約人民幣 162.5 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61.6百萬元增長了 163.7%。 

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收入主要來自交付南昌紅谷凱旋之商業單位及撫州華萃庭院一期

住宅單位。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收入主要來自交付南昌紅谷凱旋之商業單位。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收入確認倚靠新項目之推出及已售物業移交完

成。因此，本集團每季度收入及溢利或會呈現不規則。 

銷售成本及毛利率 

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18.5 百萬元增長至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約人

民幣 82.9百萬元。於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收入主要來自商業單位，其毛利率遠超住宅

單位。由於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獲確認之商業單位銷售之比例較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

高，因此，毛利率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 70.0%下降至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 49.0%。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0.5 百萬元下降至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約人民

幣 0.3百萬元，主要因為利息收入減少。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0.8 百萬元增長至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

約人民幣 1.7 百萬元。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銷售費用較高主要由於宜春御湖城之推廣費

用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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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續） 

 

管理費用 

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之管理費用上升至約人民幣 4.6 百萬元，而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之

管理費用則為約人民幣 1.6 百萬元。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間工資、專業顧問費與匯兌

虧損分別增長約人民幣 0.7百萬元、人民幣 0.6百萬元及人民幣 0.6百萬元。 

期內溢利 

受以上因素之綜合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三財年首季度錄得除稅前溢利為約人民幣 73.6

百萬元，較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41.0百萬元增長 79.3%。 

同時，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14.6百萬元增長至二零一三財年首季

度約人民幣 21.4百萬元。 

因此，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二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26.5百萬元上升至二

零一三財年首季度約人民幣 52.4百萬元，增幅 97.9%。 

現金狀況及借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 69.2百萬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重列）：約人民幣 92.8 百萬元），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下降

25.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為約人民幣 79.0百萬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重列）：約人民幣 80.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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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新消息 

 

物業預售 

本集團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撫州市及宜春市之物業預售情況維持強勁。（截至二零一二

年七月二十八日）物業預售結果匯總如下： 

住宅單位 

 南昌紅谷凱旋二期 撫州華萃庭院一期 宜春御湖城一期 

估計推出可供銷售之

總建築面積 (總單位

數目) 

116,214 平方米 

(1,007 個) 

81,165 平方米 

(581 個) 

33,078 平方米 

(358 個) 

估計已預售之總建築

面積 (總單位數目) 

113,830 平方米 

(998 個) 

71,816 平方米 

(520 個) 

24,544 平方米 

(264 個) 

預售所佔比率 98% 88% 7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尚未移交客戶

之已預售樓宇總面積 

(總單位數目) ^ 

1,148平方米 

(11 個) 

25,846 平方米 

(171 個) 

24,544 平方米 

(264 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尚未移交客戶

之已預售樓宇總金額 

^ 

人民幣 8.36百萬元 人民幣 128.05百萬

元 

人民幣 102.16百萬

元 

每平方米平均售價 * 人民幣 7,283元 人民幣 4,954元 人民幣 4,1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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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新消息（續） 

 

商業單位 

 南昌紅谷凱旋一、二期 

估計推出可供銷售之總建築面積  16,215平方米 

估計已預售之總建築面積  13,785平方米 

預售所佔比率 85%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移交客

戶之已預售樓宇總面積 ^ 

4,303平方米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移交客

戶之已預售樓宇總金額 ^ 

人民幣 56.2百萬元 

每平方米平均售價 * 人民幣 13,056 元 

 

*: 平均售價計算方法如下：尚未移交客戶之已預售樓宇總金額除以尚未移交客戶之已預

售樓宇總面積。 

^: 尚未移交客戶之已預售樓宇總金額計算方法如下：期初預售金額加本期新增預售減本

期已移交客戶（確認銷售）金額。 

 



   

12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及二零一

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資料作出，投資者

應注意不恰當信賴或使用以上資訊可能造成投資風險。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須小心謹慎。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集團就其商機及業務前景之目標及展望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

膽性陳述並不構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實際

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政策之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

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本公告原版為英文，如果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出現差異，以英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漢港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石峰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石峰先生及汪磊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响玲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解剛先生、李敏滔先生及張娟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