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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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rnival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 Oriental Ginza Holdings Limited

東方銀座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6）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及

更改公司網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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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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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7,361) 39,544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4 8,395 2,33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a) 205,062 —

經營租賃租金 (14,189) (27,97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 (998)

員工福利開支 (18,066) (7,8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545) (3,194)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173,688) —

財務成本 6 (115,029) (17)

其他經營開支 (40,286) (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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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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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 (157,707) (6,104)

所得稅 7 353 11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8 (157,354) (5,988)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5(b) — (424)

期內虧損 (157,354) (6,412)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重新分類出售附屬公司之匯兌儲備撥回之調整 (120,326) —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03,513 5,978

期內全面支出總值 (174,167) (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5,453) (5,988)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16)

(145,453) (6,204)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1,901)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08)

(11,901) (208)

應佔期內全面（支出）╱收入總值：
本公司擁有人 (167,898) (817)
非控股權益 (6,269) 383

(174,167) (434)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元） 10 (0.033) (0.00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元） 10 (0.033)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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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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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66,719 2,162,764
投資物業 2,773,643 3,070,573
商譽 521,002 521,002
建設合同之預付款項 368,867 366,927

6,130,231 6,121,266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4,504,255 4,378,669
應收貿易賬款 11 — 32,25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74,936 352,692
持作買賣投資 67,875 85,504
銀行結餘及存款 1,938,253 1,285,999

6,785,319 6,135,1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573,161

6,785,319 6,708,275

資產總值 12,915,550 12,829,5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72,450 36,590
銷售物業定金 1,629,283 1,617,059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408,069 493,65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913 —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51,653 51,382
應付稅項 — 23,708

2,169,368 2,222,393
有關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之負債 — 210,207

2,169,368 2,432,600

流動資產淨值 4,615,951 4,275,6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46,182 10,39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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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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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879,224 879,224

股份溢價及儲備 2,338,160 2,506,0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217,384 3,385,282

非控股權益 2,463,076 2,461,831

權益總額 5,680,460 5,847,113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114,841 880,626

遞延稅項負債 1,912,864 2,012,715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22,955 122,309

可換股票據 751,918 694,067

承兌票據 14 163,144 840,111

5,065,722 4,549,828

10,746,182 10,39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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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
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如適
用）計量。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
相同。

應用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利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被假定透過銷售收回，除非此假定
在若干情況下被駁回。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而言，
本集團董事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審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議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於中國之投資物業約為2,773,64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70,573,000
港元），按隨時間消耗大部份含於該等物業經濟利益之商業模式持有。因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之修訂不會對該等物業之遞延稅項負債產生影響。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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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董事已審閱用作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之報告書釐定營運分部。本集團主要從事物
業開發及投資業務、交易及投資業務及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業務。

下列為於中期回顧期內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營運分部劃分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及業績之分
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開發及 交易及 零售顧問及
投資業務 投資業務 管理服務業務 總額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4,452 (18,335) 10,516 (3,367)
投資收入及虧損淨額 — (3,994) — (3,994)

4,452 (22,329) 10,516 (7,361)

分部業績 (28,066) (22,373) (4,214) (54,653)

財務成本 (115,029)
未分配收入 73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05,062
未分配企業支出 (20,129)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173,688)

除稅前虧損 (15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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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開發及 交易及 零售顧問及
投資業務 投資業務 管理服務業務 總額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8,764 710 30,070 39,544

分部業績 2,433 88 1,024 3,545

財務成本 (17)
未分配收入 809
未分配企業支出 (10,441)

除稅前虧損 (6,104)

以上報告之分部收益為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分部間之銷售（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營運分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當中並未分配中央管
理成本，其中包括董事酬金、財務成本、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之各
分部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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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資產總額之對賬如下：

分部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開發及投資業務 12,818,310 11,930,229
交易及投資業務 68,308 86,674
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業務 896 109,569

分部資產總額 12,887,514 12,126,472
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 — 573,16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28,036 129,908

綜合資產 12,915,550 12,829,541

附註： 全部資產均被分配至營運分部，惟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若干銀行結餘及存款及
其他未分配資產除外。

4.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銀行存款利息 7,322 845
其他 1,073 1,489

8,395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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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a) 出售附屬公司

(i)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
380,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德聯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及相關股東貸款。德
聯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即偉利有限公司、中港集團投資有限公司、長三角徐
州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及鹽城賽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文統稱「德聯集團」）主要於中
國從事汽油及柴油業務。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出
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完成。此次交易之結果為本中期期間損益確認收益約
9,470,000港元。

(ii)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
4,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Sundynasty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全部股本權益。
Sundynasty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即Timecastle International Limited、萬
君發展有限公司、東方銀座商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華文韜廣告有限公司、北京
東方銀座商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及北京東方銀座商業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統稱
「Sundynasty集團」）主要在中國提供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
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完成。此次交易之結
果為本中期期間損益確認收益約129,627,000港元。

(iii)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捷陽集團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
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220,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雅麗發有限公司之全部
股本權益及相關股東貸款。雅麗發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即重慶太平洋屋業發展有
限公司）（下文統稱「雅麗發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投資。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
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完成。此次交
易之結果為本中期期間損益確認收益約29,936,000港元。

(iv)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深恆貿易有限公司與
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230,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瀋陽市建興
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此次交易之結果為於本中期期
間損益確認收益約36,029,000港元。



– 10 –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a) 出售附屬公司（續）

於各出售日期之附屬公司淨資產／（負債）如下：

瀋陽市
Sundynasty 建興源投資

德聯集團 集團 雅麗發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二月八日 六月五日 四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二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予以出售之淨（負債）／資產 (15,822) (26,369) 156,296 204,372 318,477
非控股權益 7,514 — — — 7,514
重新分類出售附屬公司之
匯兌儲備撥回之調整 62 (99,258) (10,729) (10,401) (120,326)

銷售貸款 378,776 — 44,497 — 423,273
出售之收益 9,470 129,627 29,936 36,029 205,062

總代價 380,000 4,000 220,000 230,000 834,000

以下列方式償付：
所得現金代價 380,000 4,000 220,000 230,000 834,000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所得總現金代價 380,000 4,000 220,000 230,000 834,000
減：出售之銀行結餘及存款 (447) (1,645) (1,796) (1,252) (5,140)

379,553 2,355 218,204 228,748 828,860

(b)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出售德聯集團。德聯集團
從事本集團全部汽油及柴油業務，有關業務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汽油及柴油業務應
佔之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分開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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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b)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本集團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重新呈列過往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已計入簡明綜合
全面收益表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及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由二零一二年 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起至 四月二十八日起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八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汽油及柴油業務之虧損 — (424)
出售汽油及柴油業務之收益（附註5(a)） 9,470 —

9,470 (424)

本期及過往中期期間汽油及柴油業務之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由二零一二年 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起至 四月二十八日起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八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14,051
在製品及製成品之存貨變動 — (10,922)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 1,272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 (15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379)
員工福利開支 — (1,396)
財務成本 — (875)
其他經營開支 — (1,997)
所得稅開支 — (1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42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及過往期間虧損包括下列各項：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 (15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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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b)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未經審核

由二零一二年 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起至 四月二十八日起
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八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 (2,340)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 (17,918)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 19,187

現金流出淨額 — (1,071)

6.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利息：
可換股票據 57,851 —
承兌票據（附註14） 57,178 —
其他 — 17

115,029 17

7.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5 855
遞延稅項 (408) (971)

有關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稅項抵免 (353) (116)

中國企業所得稅之計提乃根據各中國附屬公司按照中國相關所得稅法例及法規釐定之應課稅溢
利，按法定所得稅稅率2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之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兩個中期期間均並未於香港錄得應課
稅溢利，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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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期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已計入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員工福利開支
— 薪金及其他福利 19,178 7,690
減：撥充資本之款項（附註） (1,722) —

17,456 7,69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10 120

員工福利開支總額 18,066 7,810

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 最低租賃款項 14,189 27,97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576 3,194
減：撥充資本之款項（附註） (31) —

2,545 3,194

附註： 計入薪金及其他福利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之若干成本已撥充為物業開發項目。

9. 股息

於中期期間並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董事已決定將不就中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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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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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期內虧損 (145,453) (6,204)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396,120,965 1,095,542,93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虧損計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45,453) (6,204)
減：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216

用以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145,453) (5,988)

所用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零港元（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005港元），乃根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約零港元（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216,000港元）得出，所用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
相同。

由於行使可換股票據將導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
兌換本公司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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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包括(i)根據有關買賣協議條款已到期結算物業銷售後所產生之應收款項；(ii)每月
向租戶發出付款通知書後到期清償之應收租金；及(iii)根據有關服務協議條款已到期結算提供服
務所產生及由開單日期起計60至180日內到期之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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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 4,483
31-60日 — —
61-90日 — 22
90日以上 — 27,745

— 32,250

12. 應付貿易賬款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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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72,205 35,154
31-60日 245 —
61-90日 — —
90日以上 — 1,436

72,450 36,590

13. 股本

普通股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 15,000,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 4,396,120,965 879,224



– 16 –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承兌票據

千港元

承兌票據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840,111
提前贖回 (734,145)
估計利息支出（附註6） 57,178

承兌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未經審核） 163,144

15. 中期期間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Easy Linkage Development Limited（「Easy
Linkage」）、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景百孚先生、永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永德」）與盛世資本投資有
限公司（「目標公司」）訂立股份認購協議，總代價為400,000,780港元。代價將以現金780港元及發
行4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支付。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成都從事物業發展。
有關交易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
年八月十七日之通函。

根據上市規則，該項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並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月將予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根據上市規則，該項交易亦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於此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刊發之日尚未完成。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根據本期間之呈列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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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全球經濟持續放緩等外圍因素之影響仍然揮之

不去，導致市場觀望氣氛較濃厚。儘管中國人民銀行放鬆銀根，兩度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並降

低存款及貸款利率，於中國政府之調控措施下，市況依然充滿挑戰。董事認為，觀乎中國之

經濟基礎穩健及急速城市化，因此，長遠而言，物業市場具有前景蓬勃之趨勢。

物業投資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位於中國重慶渝中區上清寺路之太平洋廣場（「太平洋廣場」）其中

部分及位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之多項物業，涵蓋樓面總面積約60,200平方米，其中約13,300平

方米或樓面總面積22%為零售空間，約39,900平方米或樓面總面積66%為辦公室空間，約1,700

平方米或樓面總面積3%為住宅單位，以及約5,300平方米或樓面總面積9%為停車間。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租金收入約為4,500,000港元。

太平洋廣場包括兩層商業廣場及其以上所建之辦公室大樓與住宅大樓及兩層地下停車場。整

座辦公室大樓以及住宅大樓的一部分，連同部分商業廣場以及整個兩層地下停車場均屬於本

集團。綜合體樓面總面積約28,900平方米（辦公室：約23,200平方米；住宅單位：約400平方米

及停車間：約5,300平方米）。

位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之物業總面積約為31,300平方米，包括六間零售商店（總面積約13,300

平方米）、七間辦公室單位（總面積約16,700平方米）及四間住宅單位（總面積約1,300平方米）。

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本集團之發展中物業組合持有三幅擁有土地使用權之土地（「地塊」），包括位於山東省青島市

黃島區之發展中物業，座落於江山南路以西及濱海路以南，鄰近山東省黃島經濟技術開發區

之中心商業區，中國石油大學對面及唐島灣以北。地塊之發展中物業總地盤面積約為348,900

平方米。本集團擬於該地塊上開發樓面總面積約為765,800平方米之住宅單位、購物商場、酒

店及娛樂設施。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繼續集中於物業發展。

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業務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綜合性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涵蓋不同的服務領域，包括為購物中心提供

發展規劃顧問服務、廣告及促銷活動顧問服務、零售店舖之營運以及商店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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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之零售顧問及管理服務分部之總收益約為10,500,000港元，相比

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數據減少約19,500,000港元或65%。主要原因是合同數目減少所致。

交易及投資業務

交易及投資業務包括證券買賣及從證券投資與投資控股產生投資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證券買賣之虧損淨額約為22,400,000港元。錄得負收益乃主要由於確認本

中期期間出售上市公司證券之變現虧損所致。

高清潔無鉛汽油及柴油之研發、生產及銷售

本集團已就其高清潔無鉛汽油及柴油產品設立專有配方及技術研發服務中心，並分別在中國

江蘇省徐州市及鹽城市共設有兩個生產基地。偉利集團之產品將透過陸路及水路銷售予汽油

批發商等客戶。目標客戶主要在江蘇及浙江兩省。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380,000,000港

元出售本集團於德聯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相關股東貸款及其附屬公司。出售於二

零一二年二月八日完成，本集團終止於中國從事任何汽油業務。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45,5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約6,200,000港元增加2,245%。虧損淨額大幅增加主要由

於買賣證券之收益減少、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及估算融資費用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3,000,000,000港元，分為15,000,000,000股每

股面值0.2港元之股份，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為879,200,000港元，分為4,396,120,965股每

股面值0.2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6,785,300,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08,300,000港元）及2,169,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32,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得出之流動比

率約為3.1倍，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8倍，與上年度相若。

本集團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分別約為12,915,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29,500,000港元）及7,235,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82,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得出之負債比率為0.56倍，而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54倍，與上年度相若。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等同現金約為1,938,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86,000,000港元）。有關增幅主要是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中期期間出

售附屬公司現金代價，連同銷售貸款以及籌措新貸款而獲得之所得款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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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及其他借款及長期債務（包括可換股票據及承兌票據）

除以權益總額列示之資本負債比率為53.3%（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3%）。資本負債

比率增加主要由於來自本集團附屬公司所籌措之貸款所致。

本集團將具備充足財務資源以應付其營運所需。

展望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取得了山東省青島市一項大型物業發展項目。該項目位處青島

市西邊沿岸之優越地段，居住環境清新潔淨，沿岸居民消費力強及交通系統四通八達。本集

團擬開發高質多用途之綜合旅遊項目，包括五星級優質豪華酒店、高級折扣商品購物中心及

國際濱海住宅小區。預計將成為青島長江以北最大型之國際海濱城市度假區，亦為全中國最

大型商業綜合項目之一，並受青島市及山東省重點支持發展之大型銷售項目之一。

本集團開設之五星級豪華酒店將提供各種住宿選擇及多元化之酒店設施。樓面面積達130,583

平方米之高級折扣商品購物中心將成為大中華區首個一站式高級折扣商品購物中心，提供充

滿活力之購物、休閒、文娛、娛樂及美食好去處，並由經驗豐富之台灣零售專才領導。此外，

佔地126,040平方米、樓面面積為350,059平方米之濱海住宅小區為唐島灣畔四周超過1,400餘

戶提供一級生活格調及款式多樣的高檔物業。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訂立一項有條件股份認購協議，以投資位於成都市之物業

發展項目（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批准）。該項目位於成都市天府新區東南面之優越

地理位置，四川省人民政府已經原則上同意發展天府新區。根據專門從事房地產服務之專業

服務公司，成都高新區將投資人民幣65,000,000,000元加快天府新區內之建設工程。鑒於天府

新區現時及計劃中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機，董事相信日後對高檔住宅及商業樓宇的需

求將會繼續蓬勃興旺。

鑒於國內生產總值高企及青島市旅遊業有所增長，董事預期日後青島市項目將有強勁現金流

入，並加強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此外，管理層相信透過業務擴展及資源重新分配，物業發展

業務將能為本公司及其股東帶來可觀之回報。

外匯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分銷售及經營成本均以進行銷售或產生成本之本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計值。故

此，董事認為貨幣風險並不重大。本集團目前並無有關貨幣風險之正式貨幣對沖政策。董事

將會持續監控本集團所面對之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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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9,737,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83,9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已被抵押作為銀行及其他借款之擔保。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136名員工（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47名員工）。

本集團員工之薪酬乃基於其工作經驗及表現而制訂，且其薪金及福利符合市場水平。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合共約為19,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9,2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約15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 15,652 8,2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10 65

其他福利 3,526 890

19,788 9,206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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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

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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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一直致力履行對其股東應盡之責任，確保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妥

為執行及審閱本集團業務之恰當監察及管理程序，以及確保已制訂優良之企業管治常規及程

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企

業管治守則」），以及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並於近期作出修改且更名為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偏離守則條文A.2.1及A.4.1外，本公司已遵守前企業

管治守則所載之全部守則條文，該等偏離守則條文之解釋如下：

• 根據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所區分。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一職。行政總裁之職責由董事會成員分擔。

為糾正此偏離，本公司正物色合適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並將於適當時間作出進一步公佈。

•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獲重選連任。儘管王志浩先生

（彼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辭任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但王先生於其任期內亦須根

據本公司之細則（「細則」）及前企業管治守則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並重

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足以符合前企業管治守則之有關條文之精神。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除偏離守則條文A.6.7及D.1.4外，

本公司已遵守新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全部守則條文，該等偏離守則條文之解釋如下：

• 根據新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

會，從而公正瞭解股東之意見。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業先生、伍家聰先生及梁寶瑩女士

因處理彼等各自之公務，並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及股東特別大會。然而，彼等已積極參與董事會及委員會會議，以瞭解本公司之事務。

• 根據守則條文D.1.4，本公司應有正式之董事委任函，訂明有關彼等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

件。本公司並無向陳偉業先生、伍家聰先生及梁寶瑩女士發出正式之委任函，惟董事須

根據細則輪值退任。此外，董事遵循由公司註冊處出版之「董事責任指引」及由香港董事

學會出版之「董事指引」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指南」（如適用）中列明之指引履行彼等作為董

事之職責及責任。再者，董事積極遵守法規及普通法項下之規定、上市規則、法律及其

他法規之要求以及本公司之業務及管治政策。

除上文所述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符合前企業管治

守則及新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 22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偉業先生（主席）、伍家聰先生及梁寶瑩女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更改公司網站

此外，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網站已改為www.0996.com.hk，即時生效。

承董事會命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承榮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周承榮先生、徐懿先生、武宏光先生、戴鵬先生、

宮曉程先生及韓銘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業先生、伍家聰先生及梁寶瑩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