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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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NDWILL HOLDINGS LIMITED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239.1 14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53.5 1,004.5

每股基本溢利（以元計） 港幣 4.70元 港幣 4.03元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值 16,282.6 14,701.1

淨資產值 11,677.6 10,277.7

借貸總額 3,188.4 3,509.4

資本負債比率 27% 34%

每股資產淨值（以元計） 港幣 42.30元 港幣 37.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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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連
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39,102 145,173
銷售成本 (56,502) (17,681)

毛利 182,600 127,492

其他收入 4 8,328 753
行政費用 (78,507) (60,352)
其他經營費用 (333) (573)
出售╱註銷附屬公司之虧損 (10) —
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淨值 1,186,154 975,526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收益 3,311 461

經營溢利 5 1,301,543 1,043,307
融資成本 6 (25,074) (19,719)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369) (6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76,100 1,022,932

所得稅開支 7 (25,810) (19,831)

期內溢利 1,250,290 1,003,10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收益 10,855 8,174
租賃樓宇重估盈餘 8,066 4,904
租賃樓宇資產重估儲備產生之 
遞延稅項負債 (1,331) (80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7,590 12,269

期內總全面收入 1,267,880 1,0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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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期內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1,253,457 1,004,466
 — 非控制權益 (3,167) (1,365)

1,250,290 1,003,101

應佔總全面收入：
 — 本公司擁有人 1,270,927 1,016,524
 — 非控制權益 (3,047) (1,154)

1,267,880 1,015,3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 基本 8 港幣 4.70元 港幣 4.03元

 — 攤薄 8 港幣 4.68元 港幣 4.00元

綜合全面收入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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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2,301,803 11,038,42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6,668 160,118
待發展物業 46,734 46,672
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45,554 45,26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0 10
無形資產 6,199 6,284

12,566,968 11,296,772

流動資產
存貨 41,418 43,022
待出售物業 — 38,400
發展中物業 2,611,074 2,435,38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23,892 122,328
收購物業之已付訂金 25,818 7,557
受託管賬戶之銀行存款 186,324 185,6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1,581 571,944

3,620,107 3,404,308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95,540 —

3,715,647 3,404,30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45,481 312,427
預收訂金 983,455 528,509
借貸 3,188,432 3,509,413
所得稅撥備 23,890 13,943

4,541,258 4,364,292

淨流動負債 (825,611) (959,9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741,357 10,336,7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63,788 59,054

63,788 59,054

淨資產 11,677,569 10,27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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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7,605 27,494
儲備 11,398,397 10,151,273

11,426,002 10,178,767

非控制權益 251,567 98,967

權益總額 11,677,569 10,277,734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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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
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幣（「港幣」）呈列，而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租賃樓宇按公平值列賬外，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採用歷史成本編製，而其會計
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
表」）所述者相符。

除以下所披露之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與編製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之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
等準則有關及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財政期間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財務工具：披露 — 財務資產之轉讓

採納此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中期財務業績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截至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本期間尚未生效之修訂及詮釋，包括以下
可能與本集團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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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 政府貸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 呈列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財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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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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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2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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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所有有關規定生效後之首個期間於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中納入該等規定。

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董事現時之結論為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執行董事定期呈報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本集團執行董事根
據該等資料決定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並檢討該等組成部分之表現。向執行董事內部呈報
之業務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團下列主要業務線釐定。

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類：

物業合併業務 ： 物業合併及物業銷售

物業發展 ： 發展住宅及商業物業

物業租賃 ： 物業租賃包括廣告位租賃及提供辦公室設備及服務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 提供樓宇管理、物業維修及保養服務

城市基礎設施 ： 地下通訊管道建設

由於業務線需要不同資源及經營方針，故各業務分類分開管理。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釐定經營分類及已呈報分類損益之計量方法與前期相比並無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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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各經營分類及分類資產產生之營業額及溢利概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合併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樓宇管理及
其他服務 城市基礎設施 其他 總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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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外來客戶 94,000 — — — 117,997 116,057 9,342 6,727 17,763 22,389 — — 239,102 145,173
各分類間　 — — 189,299 40,204 19,236 10,422 1,355 1,083 — — 12,948 7,795 222,838 59,504

可呈報分類營業額 94,000 — 189,299 40,204 137,233 126,479 10,697 7,810 17,763 22,389 12,948 7,795 461,940 204,677

可呈報分類 
溢利╱（虧損） 52,789 (2,153) (28,541) (16,774) 93,431 91,792 3,772 3,003 (2,568) (141) 12,259 1,761 131,142 77,488

可呈報分類資產 — 28 2,636,315 1,381,437 12,677,511 11,685,702 9,089 5,713 545,817 124,122 368,320 53,079 16,237,052 13,250,081

所呈報本集團經營分類之總額與財務報表所呈列本集團主要財務數字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類溢利 131,142 77,488
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淨值 1,186,154 975,526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收益 3,311 461
未分類之收支 (19,054) (10,168)
出售╱註銷附屬公司之虧損 (10) —
融資成本 (25,074) (19,719)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369) (6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276,100 1,0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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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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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3,050 202
佣金收入 1,208 3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回撥 390 —
雜項收入 3,680 513

8,328 753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 240 263
待發展物業攤銷 575 803
壞賬撇銷 * 68 —
存貨成本確認為開支 11,877 13,906
確認為開支之持作出售物業成本 39,607 —
物業收購訂金撇銷 * 25 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98 1,970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213 1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定額供款成本）

—購股權開支 4,334 4,776
—其他僱員福利開支 39,361 30,731

43,695 35,507

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1,882 1,886

* 包括在其他經營費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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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26,299 18,552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4,489 7,48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2,794 2,171

總借貸成本 33,582 28,209

減：投資物業及發展中物業之利息資本化 (8,508) (8,490)

25,074 1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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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22,396 14,966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1 1,047
遞延稅項 3,213 3,818

25,810 19,831

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一年：16.5%）計提撥
備。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中國」）成立及營運之若干附屬公司在首兩個經營獲利年度可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
稅，而其後三年（「免稅期」）則獲寬減 50%之企業所得稅。其餘在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按 25%之稅率繳
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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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港
幣 1,253,457,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1,004,466,000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66,516,507股（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49,328,636股）計算。

每股攤薄溢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調整淨溢利港幣 1,253,457,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港幣 1,004,466,000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67,762,110股（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51,358,587股）經考慮所有攤薄股份之影響計算。

由於兌換潛在攤薄普通股將不會導致收支出現任何變動，故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調整淨溢利為港
幣 1,253,457,000元，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相同。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日期，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貿易應收款項約為港幣 81,695,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 89,235,000元）。本集團之信貸期介乎 30至 90天。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收款項之
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 30天 51,329 68,746
31至 90天 3,627 3,290
91至 180天 9,678 2,889
超過 180天 17,061 14,310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81,695 89,235

其他應收款項 42,197 33,093

123,892 1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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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日期，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貿易應付款項約為港幣 52,957,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 65,209,000元）。本集團獲其供應商授予介乎 30至 60天之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 30天 26,308 32,280
31至 90天 12,953 10,352
超過 90天 13,696 22,577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52,957 65,209

其他應付款項 292,524 247,218

345,481 3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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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在香港地產業務的增長帶動下，集團於期內業績表現滿意。受惠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就業
及收入前景持續向好，港人消費意欲及生活需求指數繼續提升，加上國內訪港旅客消費力
持續增長，使本港零售市道更見暢旺；商舖租金亦進一步提升。當中位處全球最貴街道之
一銅鑼灣羅素街旗艦物業金朝陽中心，地舖出租呎價再創新高，出租率保持高企，加上續
租租金上調，物業租賃方面的營業額預期穩步上升。中長線而言，隨著其他綜合項目相繼
落成，將進一步強化集團的收租物業組合及租務方面的收入來源。除進行優化工程，亦會
精心策劃商戶組合，引進國際知名品牌，進一步優化租戶組合。憑藉突出的市場定位及優
越位置，將有利集團掌握消費市場發展帶來的機遇。

儘管外圍及本地經濟情況仍充滿挑戰，但樓市基本因素穩健，按揭利率處於歷史低位，加
上香港資金流通穩健，以及未來供應有限，預期樓市前景向好。

集團貫徹其掌握最佳時機及嚴謹銷售策略，於黃金地段興建具強大升值潛力的優質項目，
務求為股東及置業人士提供最大價值及最佳回報。期內，由集團發展的住宅項目「曦巒」，
憑著超然地理位置，以及精心項目規劃，一推售即成為市場焦點，物業深受市場歡迎，已
累售逾 40%，銷售總金額超過約港幣 1,000,000,000元，成績非常理想並達到集團銷售目標。

隨著集團業績步入佳景，金朝陽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Soundwill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與ALPS Real Estate Limited組成合營公司，設立及投資Eagle Fund I L.P.房地產基金，致
力優化集團投資者層面，擴闊融資渠道，同時反映投資者對集團業務增長及前景之肯定。
為配合金朝陽集團之長遠發展策略，該基金未來將專注投資物業及房地產發展計劃，為集
團開拓更多資金途徑，同時擴大投資資本及經營規模，以鞏固集團於房地產市場以致國際
資本市場之地位，令本集團業務持續趨向國際級水平，進一步肯定過往豐裕的成果，務求
創造更佳的業績。



— 14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物業合併業務

自政府調低對 50年以上樓齡物業之強制公開拍賣最低門檻至八成，直接加快本集團收購合
併業務的進度，加上投資者對豪宅物業需求信心增加，集團正積極拓展舊樓物業收購作為
核心業務，尤其以港島區黃金地段為首。集團於今年年初以港幣 94,000,000元成功出售灣
仔慶雲街項目，是次項目出售，不但反映港島地皮極具升值潛力，同時為集團帶來可觀溢
利。在本集團努力下，該項目於去年獲批准，重建後可成為 1座樓高 25層、包括 4層平台之
酒店項目，合共提供約 78個酒店房間；地積比率約為 15倍，項目可建總樓面面積約 16,000
平方呎。未來，集團將積極進行併購工作，確保持有足夠土地儲備以配合未來增長，而且
選取當中升值潛力較高的地盤作積極、深入規劃與研究，同時不排除保留項目作自行發展。

物業租賃

在內地自由行旅客的帶動下，本港零售消費近年錄得強勁升幅，核心地區之地舖及商廈交
投與價格均屢創新高，集團貫徹平衡售樓收益及租賃營業額的業務策略，保留優質的投資
物業組合，以帶來穩定營業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租賃總營業
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2%，達港幣 117,997,000元，佔期內營業額 49%。本集團之旗艦物業金
朝陽中心位於租金水平全球最高街道之一的銅鑼灣羅素街，一直深受本地消費者及旅客歡
迎，保持出租率逾 99%，而地下兩間地舖新簽租金再創新高，因而下半年之租金將有顯著
增長。集團現正優化金朝陽中心的租戶組合，務求提升物業的公眾形象及投資回報。

另外，本集團旗下收購物業單位持續提供租賃營業額約共港幣 12,132,000元。於期內，預期
集團旗下物業的出租率保持高企，續租租金亦有所上升，因而將進一步鞏固集團物業租賃
方面之營業收入來源。

此外，位處銅鑼灣登龍街 1至 29號的地基工程經已完成，地盤總面積約 12,500平方呎，可
出租面積將達約 202,400平方呎，正自行發展為綜合式商業項目，集零售、飲食、寫字樓於
一身，預計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竣工；項目位於銅鑼灣核心購物地段，與集團旗艦物業金
朝陽中心一脈相承，咫尺可達時代廣場及希慎廣場，料落成後勢必成為香港消閒購物新亮
點，同時為集團帶來另一個可觀及穩定之租賃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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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物業租賃（續）

本集團將以能取得最大的商業價值為原則，按個別物業的地點、面積及其他條件，規劃最
佳發展方案，務求不斷提升本集團旗下物業組合的競爭力。除進行優化工程，亦會針對顧
客品味及市場潮流，精心策劃商戶組合及引進國際知名品牌。

地產發展

集團將透過強化優質品牌，提供更佳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加快資產流轉，繼續加強可供銷
售的物業發展業務，以進一步拓闊集團的利潤和發展空間，並鞏固本集團於地產市場之地
位。我們將善用各項土地資源，發掘最佳發展方案，以迎合市場環境之轉變，務求為股東
帶來豐盛回報。

物業銷售方面，由集團重點發展的住宅項目「曦巒」於二零一二年四月預售，該項目位處希
雲街 38號，座落於銅鑼灣利園山豪宅地段，物業擁覽醉人維港景色及大球場至渣甸山之翠
綠山巒，與港鐵銅鑼灣站及核心購物地段僅咫尺之隔，區內雲集多個國際頂尖品牌旗艦店
及私人會所，實為可遇不可求的豪華府邸。該項目提供約 190個住宅單位，可銷售總樓面面
積為約 131,000平方呎，標準單位面積約由 510至 1,154平方呎，提供 1房至 3房間隔，另備
4伙特色單位，迎合不同買家需求。預計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竣工。

「曦巒」無論位置，單位設計及質素均屬頂級之選， 甫開售已成為市場焦點，反應熱烈，
整個項目現已累售 76伙，每平方呎平均價格約港幣 22,000元，累計銷售金額超過約港幣
1,000,000,000元。成績理想並已達到集團銷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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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地產發展（續）

此外，集團位於大坑之地標豪華住宅項目「尚巒」，位處華倫街 13至 27號，亦即將如期落
成，項目合共提供 164個多元化設計住宅單位，推出至今已售出 162個單位，總銷售金額約
港幣 1,212,000,000元，為集團銷定豐厚利潤；頂層的兩個珍罕難求特色單位，將打造為同
區最高頂級天際大宅，定必成為區內矚目焦點。此外，為滿足住戶對優質生活的需求，物
業的會所設施和休憩空間別具心思。除備有室內、外泳池和各式康樂設施外，更設有風格
精緻豪華住客會所。其間隔設計可靈活裝置，適合住戶按需要舉辦不同活動。另特設的空
中花園和露天休憩空間，讓住客隨時感受寫意生活。此外，物業管理公司更會不時安排不
同類型的活動和服務，全面照顧住客需要。

另外，位於銅鑼灣霎東街 11-13號及耀華街 1-1A號的地盤亦已動工發展，地盤面績約 3,200
平方呎，以地積比率 15倍計算，可建總樓面面積將達 48,000平方呎，集團計劃將該地盤發
展為綜合式商業項目，集零售及寫字樓於一身，地舖面對時代廣場，勢必成為國際名牌旗
艦店之首選。

集團貫徹隨行就市原則，適時推售樓盤，增加資金回流，並繼續積極吸納優質地塊，尋求
新項目發展機會，以增加收益潛力為大前提，爭取整體最大及最長遠收益。

物業管理

集團旗下物業管理及維修附屬公司為大型商廈及中小型屋苑物業及設施提供管理及維修服
務。憑藉其豐富經驗及熱誠，想顧客所想，為業主及租戶提供優質服務。期內物業管理團
隊透過採用節能措施、管理室內環境質量、減少廢棄物，以促節能減碳。回顧期內共錄得
營業額約港幣 9,342,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39%。主要來自新舊租戶交接之還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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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物業管理（續）

期內，集團更率先將「The Concierge法式酒店管理服務」引入本年度推出之豪宅項目「曦巒」
之物業管理當中，提供全方位的貼心法式管理增值服務，例如提供禮賓司服務、餐飲到會
服務、家居小型維修服務、安排洗衣及乾衣服務以及家居及車廂清潔推介等；提供體貼全
面的優質個人服務，確保住戶享有高質素的生活享受。

質素保證

期內由集團為新落成住宅項目交樓而成立之專責小組，為求每個落成的單位盡善盡美，除
在交付物業前進行多次單位詳細檢查以確保單位在交予業主時達到最高質素外。交樓小組
又會於交樓期間，提供全面而貼心的服務，協助新業主辦理收樓手續，務求令業主輕鬆收
樓。交樓小組不僅為確保新落成的單位質素更完善，更讓集團能直接有效地聆聽業主的各
類意見。此外，集團更提供兩年維修保證，負責單位入伙首兩年一切非人為損壞問題，令
住戶倍添信心。

國內業務

城市基礎設施發展

金朝陽基建有限公司於多個中國城市，包括南昌、西安、景德鎮、玉溪待提供地下通訊管
道建設業務，並與各地區政府合作開發項目及鋪設有線網絡，供客戶傳送資料數據及作其
他電訊及商業用途。其客戶主要包括電訊營運商，如中移動、中國電訊及中國聯通。金朝
陽基建有限公司於期內錄得營業額約港幣 17,763,000元，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 8%。

房地產開發

集團多年來將優質信念貫徹在內地項目中， 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現時集團在國內開發數
個房地產項目，遍佈廣東及福建省內不同城市。國際經濟形勢多變，內地經濟增長雖然會
略為放緩，但政府刺激內需的政策，將可令內地經濟持續增長，這有助內地房地產市場的
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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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企業公民

集團相信締造和諧美好的社區應從不同層面出發，故此除積極響應慈善捐款及鼓勵員工參
與不同慈善活動外，更投放資源改善舊區環境。一直以來，集團除不斷提升建築設計、物
業用料和物業管理質素，集團更考慮整個項目發展對社區的正面影響和幫助；並致力展開
改善社區環境工程，以提升環境質素，為區內居民生活帶來裨益。

另外，今年集團連續第二年贊助由長春社「環保行 2012」慈善步行籌款，成為活動的銅贊助
商。今年大會主題為宣揚環境及文化保育，遠足競賽由馬鞍山效野公園起步，途經多個環
境保育景點，逾三十名員工及兩名執行董事身體力行組隊參與其中，挑戰體能之餘，亦為
環保工作籌募經費，宣揚環保意識及愛護大自然。

為身體力行回饋社會，集團特別於去年成立「金朝陽義工隊」，鼓勵同事及其家人共同幫助
有需要社群。集團又定期贊助及參與香港離島婦女聯會主辦的「故事家庭樂」，集團義工隊
透過講故事向在學兒童灌輸積極的態度，將愛心無限延展。

另外，集團一直致力提升辦公室環保意識，旗下商業大廈使用環保節能採光系統，並舉辦
紙張循環再用、回收廢紙及分類等活動，營造能源節約的工作空間。

有賴管理層及員工上下齊心積極回饋社會，集團得到 3間社福機構提名予以表揚，最近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榮譽，聯同旗下成員公司及物業項目合共獲得多項嘉
許，足證集團多年來對履行社會責任的熱忱及努力備受認同，肩負社會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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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股東及投資者溝通╱投資者關係

集團相信與股東有效溝通乃提升投資者關係及幫助投資者理解本公司業務表現及策略的重
要一環。我們透過定期、全面和互動的溝通，以不同方式加強對投資者的溝通；包括面
談、電話會議、海外巡迴推廣，以及安排投資界參觀集團旗下項目等，尋求與股東及投資
者建立互信而富有成果的夥伴關係。集團於五月舉行 2012年股東週年大會，為業績公佈
等安排簡報會和媒體訪問，並透過新聞稿、通告、公佈及其他宣傳品，主動與傳媒保持溝
通。本集團亦認為透明、及時地披露集團信息，有助股東及投資者作出最知情的投資決定。

集團致力提升業務增長的企業管理實踐，並力求在企業管治的規範與績效之間取得均衡發
展。董事局相信，優良的企業管治對本公司的成功、股東價值提升，乃非常重要。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239,102,000元（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港幣 145,17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65%。營業額增加乃主要由於物業合併
分類出售慶雲街項目。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溢利為港幣 1,253,457,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1,004,46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 248,991,000元或 25%，乃主要由於完成出售慶雲
街項目及本公司之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增值所致。

倘撇除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淨溢利則為港幣 67,303,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 28,940,000元增加 13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息開支總額為港幣 25,074,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港幣 19,719,000元），即增加港幣 5,355,000元，主要由於平均借貸利率上升所致。

本公司每股基本溢利為港幣 4.7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 4.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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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

展望今年，儘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存在不明朗因素，但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並
處於經濟快速增長的亞洲區，充分掌握區內增長潛力，故香港經濟預期繼續增長，這都有
利香港各類物業的需求。

集團擁有清晰而明確的業務組織架構和豐富經驗的專業人才，我們擁有立足優勢和所需能
力，不僅能順利落實現有的發展項目，並能有效推動未來的集團增長。

縱觀期內的物業銷售成績驕人，且各方面業務均錄得顯著提升，集團將繼續關注市場發展
及採取審慎態度，管理旗下物業組合及尋找投資機會，準確把握物業銷售時機，預期集團
本財政年度的業績會有優異的表現。

集團致力興建優質物業，並提供一絲不苟的服務，積極提升旗下所有核心物業的品牌，不
僅優化租戶組合，透過強化優質品牌，提供更佳的產品和服務，以加快資產流轉，繼續加
強可供銷售的物業發展業務。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在各運作層面力臻完善，並致力提升
管理、規劃、執行及企業管治水平，令目標得以持續，進一步創造更好的成績，務求為股
東帶來豐盛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無）。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 631,581,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571,944,000元）。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就兩個豪華住宅項
目尚巒及曦巒分別收取買家之預售樓款約港幣 313,482,000元及港幣 113,603,000元。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兩個項目所累計收取之款項為港幣 836,357,000元。部份作償還銀行
借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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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總額為港幣 3,188,432,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 3,509,413,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
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呈列）為 2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為港幣 11,677,569,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 10,277,734,000元），即增加港幣 1,399,835,000元。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276,054,135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4,944,135股）計
算，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 42.3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7.38元）。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與本集團中國業務有關之港幣與人民幣匯率變動。鑒於人民幣
對本集團就於中國之資產所產生之收入及支出呈正面影響，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採取任何
對沖措施。

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參與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其資產負債表
風險。

收購及發展物業之資金部份來自內部資源及部份來自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之還款期與資產
之可使用年期及項目之完成日期互相配合。貸款主要以港幣計算，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詳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報告日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以代價港幣 35,000,000
元出售附屬公司，附屬公司為位於香港施弼街 18-20號金安閣地下及閣樓B舖之分類為持作
出售資產之註冊持有人。期內，本集團收取訂金港幣 7,000,000元。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七
月三十日完成。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另一份臨時買賣協議，以代價港幣
180,000,000元出售附屬公司，附屬公司為位於香港水星街 13-15號之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之註冊持有人。期內，本集團收取訂金港幣 8,000,000元。交易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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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自本公司之二零一一年年報刊發以來，本集團之僱員數目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總值約港幣 13,006,536,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 12,383,841,000元）之若干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發展中物業以
及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作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融資之用。

或然負債

(a) 於業務過程中，若干附屬公司以其名義代第三方（附屬公司向其提供樓宇管理服務之
人士）開設及持有若干銀行賬戶。於報告日期，該等為數港幣 5,522,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322,000元）之銀行結餘乃代第三方持有，並無計入本集團之
會計賬目及財務報表。

(b)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向一名合營夥伴（本集團就於新界發展及興建村屋與其訂有合
營協議）展開法律程序HCA1902/2009，雙方仍在交換狀書中，審訊日期仍有待法院確
定。本集團計劃在適當時間呈交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

根據本集團所得之法律意見，董事認為本集團就此訴訟有機會成功，因此並無於報告
日期就此法律程序作出撥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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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以下例外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有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1) 守則條文第A.1.8條

守則條文第A.1.8條訂明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面對之法律行動作出適當投保安排。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物色到任何可按本集團滿意之商業條款提供保
險之保險公司。因此，本集團尚未就本公司董事可能面對之法律行動作出適當投保安
排。

(2)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由兩名不同人士出任。傅金珠女士為本集團創辦人兼
主席，全面負責本集團之發展方針及策略，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及履行其職責。本集
團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而本集團日常營運交由其他執行董事、管理人員及多名部門主
管負責。

(3) 守則條文第A.4.1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

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輪流退任及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重選。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上市規則附錄
10）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於回顧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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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oundwill.com.hk刊登。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亦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
站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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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 (i) 執行董事：傅金珠、陳慧苓、鄺紹民及劉金國；及 (ii)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啓能、浦炳榮及吳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