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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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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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ITAG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漢基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2）

（認股權證代號：1248）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概要之公佈

漢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連同比
較數字。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入 3 25,234 (16,638)

其他收入  429 2,404

存貨及所用消耗品變動  (155) (6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5,300 2,8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  (98,503) (232,92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861 –

僱員福利開支  (5,179) (5,13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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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折舊  (2,043) (1,729)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4,487) (2,387)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4,954)

其他開支  (11,438) (8,354)

融資成本 4 (333) (621)
   

除稅前虧損 5 (90,314) (267,606)

所得稅 6 – –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90,314) (267,606)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經重列）

 基本 7 (0.07)港元 (1.04)港元
   

 攤薄 7 (0.07)港元 (1.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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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期內
 全面虧損總額 (90,314) (26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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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23 13,052 6,047
無形資產 9 50,000 – –
投資物業  111,400 106,100 246,800
可供出售投資  4,500 4,500 –
租金按金  700 700 –
應收貸款  25,120 25,120 8,442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按金  – – 5,81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10 266,147 299,029 105,487
    

非流動資產總額  468,890 448,501 372,590
    

流動資產
存貨  135 137 –
應收貸款  36,780 46,789 2,60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10 499,568 503,720 666,099
衍生金融工具  16,830 15,96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275 3,297 6,29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525 38,748 1,667
    

流動資產總額  583,113 608,660 676,66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722 5,293 11,20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 10,094
附帶利息之銀行借貸  34,062 35,294 66,244
    

流動負債總額  37,784 40,587 87,542
    

流動資產淨額  545,329 568,073 589,125
    

資產淨額  1,014,219 1,016,574 9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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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1,875 77,276 2,849

儲備  1,012,344 939,298 958,866
    

股權總額  1,014,219 1,016,574 9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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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可供出售
  已發行 股份 購股權 資本贖回  投資重估
 附註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累計虧損 股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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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先前呈報  2,849 1,018,777 – 1,177 1,448,035 – (1,512,868) 957,970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之影響 1 – – – – – – 3,745 3,745
         

重列  2,849 1,018,777 – 1,177 1,448,035 – (1,509,123) 961,715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
 虧損總額（經重列）  – – – – – – (267,606) (267,60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2,849 1,018,777 – 1,177 1,448,035 – (1,776,729) 6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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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可供出售
  已發行 股份 購股權 資本贖回  投資重估
 附註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累計虧損 股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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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先前呈報  77,276 1,368,311 – 1,177 1,448,035 20 (1,880,945) 1,013,874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之影響 1 – – – – – – 2,700 2,700
         

重列  77,276 1,368,311 – 1,177 1,448,035 20 (1,878,245) 1,016,574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
 虧損總額  – – – – – – (90,314) (90,314)
配售新股  882 87,185 – – – – – 88,067
資本重組  (76,542) – – – 76,542 – – –
行使認股權證  259 789 – – – – – 1,048
股份發行開支  – (2,443) – – – – – (2,443)
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1,287 – – – – 1,287
註銷股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1,287) – – – 1,287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875 1,453,842* –* 1,177* 1,524,577* 20* (1,967,272)* 1,014,219
         

* 該等儲備賬包括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綜合儲備1,012,34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939,298,000港元（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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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用於）以下各項之現金淨額：
 經營業務 (52,649) (44,625)

 投資業務 (50,014) 111,783

 融資業務 85,440 (1,69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7,223) 65,46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8,748 1,66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525 67,12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525 6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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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公司資料

漢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29樓。

期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證券投資、放債、投資控股、中醫診所業務及持有若
干林地有關之若干權利及權益。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
表和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有關綜合損益賬、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
金流量表和解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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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並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且應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

除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內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增及經修訂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以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外，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嚴重惡性通脹及首次採納者移除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轉讓
  財務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
  相關資產

除下列所詳述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之影響外，採納該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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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闡明釐定按公平值計量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之方法。此修訂引入
一項可推翻推定，即按公平值計量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按其賬面值將透過出售而收回之基
準釐定。此外，該修訂納入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非折舊
資產早前所載規定，即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重估模式計量之非折舊資產遞延稅項應以
銷售基準為普遍計量方式。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引起之會計政策變動，本集團現時使用透過出售（而非採納
該等修訂前之透過使用）收回資產適用之稅率計量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之遞
延稅項負債。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而採納上述修訂對本集團之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損益賬

所得稅開支及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減少 875 462
  

 港元 港元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變動 – –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虧損變動 –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

遞延稅項負債及累計虧損減少 3,575 2,700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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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除收購若干林地有關之若干權利及權益之若干權益外，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
務劃分業務分類，並有以下五個須報告經營分部：

(i) 物業投資業務，主要從事為租金收入潛力及╱或增值而投資於物業；

(ii) 證券投資業務，主要從事買賣證券及持有股本及債務投資主要作利息收入、股息收入
及資本增值；

(iii) 放債業務，主要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

(iv) 持有投資業務，主要從事為持續策略或長期目的持有投資，主要作股息收入及資本增
值；及

(v) 中醫診所業務，主要於香港從事中醫診所營運業務。

於本期間內並無重大分類間銷售及轉讓（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作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按須報
告分部業績（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評核。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與本集團之除
稅前虧損之計量一致，惟不包括未分配開支。

本集團絕大部份收入均沿自位於香港之外部客戶，而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香港，惟
於本期間內收購之無形資產除外，詳情載於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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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類之收入及業績
資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放債 持有投資 中醫診所 合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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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部客戶之收入 510 748 20,414 (18,528) 2,992 474 – – 1,318 668 25,234 (16,638)

其他收入 – – 420 2,404 9 – – – – – 429 2,404
            

總計 510 748 20,834 (16,124) 3,001 474 – – 1,318 668 25,663 (14,234)
            

分部業績 5,203 (2,538) (78,773) (249,123) 2,991 454 (1,781) (23) (3,183) (2,990) (75,543) (254,220)
          

對賬：
未分配開支           (14,771) (13,386)
            

除稅前虧損           (90,314) (26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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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期內已收及應收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放債業務所賺取之
利息收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股息及利息收入；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收
益╱（虧損）淨額；及中醫診所營運所賺取之收入。

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510 748

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 2,992 47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利息收入 2,679 17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股息收入 3,523 1,326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收益╱（虧損）淨額 14,212 (20,033)

中醫診所營運之收入 1,318 668
  

 25,234 (16,638)
  

4.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333 621
  

載有應要求償還條款之本集團銀行貸款乃分類為流動負債。就上述披露而言，該等貸款之利
息已披露作「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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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抵免）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及消耗品成本 155 66

折舊 2,043 1,729

就投資顧問服務授予投資顧問之購股權有關之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1,287 –

應收貸款減值撥回 (9) –
  

6. 所得稅
於本期間並無就即期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因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款額乃根據(i)母公司之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90,314,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7,606,000港元（經重列））；及(ii)本期間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286,119,641股（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8,448,119股（經重列））計算，已經調整以反映本期間進行之股份合併。上一期間之每
股基本虧損款額已經調整，以反映上一年度進行之供股以及本期間進行之股份合併。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款額並無就攤薄作出調整，
因期內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款額具有反攤薄影
響。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款額並無就攤薄作出
調整，因本集團於該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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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指本集團於本期內收購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若干林地相
關之若干特許權利及權益之若干權益成本。有關收購之進一步詳情亦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六月八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

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非上市投資，按公平值 112,800 112,800

列作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票據，按公平值 147,205 169,941

列作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可換股票據，
 按公平值 6,142 16,288
  

 266,147 299,029
  

流動資產

上市股本投資，按市值：
 香港 470,127 478,298

 其他地區 29,441 25,422
  

 499,568 503,720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於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賬面總值約為470,12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478,298,000港元））已抵押予若干財務機構作為取得向本集團提供若干保證金融資
貸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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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815 2,932

離職後福利 29 29
  

支付予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總額 2,844 2,961
  

12. 比較金額
誠如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進一步解釋，由於在本期間內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故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之若干項目及結餘之會計處理方法已經修改，以符合新
規定。因此，已作出若干過往年度調整及重列若干比較金額，以使與本期間之會計處理方法
一致，並且呈列第三份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財務狀況表。此外，若干比較金額亦已經重
新分類，以使與本期間之呈列一致。

13.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曾進行下列未有於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份披露之重大事
項：

(a)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本集團與Speedy Harvest Holdings Limited（「Speedy」）（「賣方」）
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收購Speedy之全資附屬公司Global Castle 

Investments Limited（「Global Castle」）之全部已發行股本，連同轉讓其結欠Speedy之股東
貸款之利益，涉及之總現金代價為800,000,000港元。

買賣協議須待（其中包括）(i)本公司股東批准；(ii)完成有關Global Castle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Global Castle集團」）之盡職審查，包括（但不限於）(a) Global Castle集團各成員
公司之財務、法律、會計、業務、稅務及貿易狀況及情況；及(b) Global Castle集團各成
員公司對其資產之所有權以及其未償還負債及責任；(iii)本集團及Speedy於買賣協議項
下作出之保證仍屬真實準確；及(iv) Global Castle集團整體之財務狀況、業務或物業、
經營業績概無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方可完成。有關收購之進一步詳情亦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之公佈內。

(b)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民豐」）訂立一項銷售協議（「銷
售協議」）。根據銷售協議，民豐同意於六個月的銷售期內，銷售一系列將由本公司發
行本金總額最多為450,000,000港元之5厘無抵押七年期普通債券。有關銷售協議之進一
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之公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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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批准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核准及授權發出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除稅前
虧損約90,300,000港元。有關虧損乃主要來自上半個財政年度結算日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股本投資產生的公平值虧損。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之主要業務如下：

a) 房地產投資

本集團於香港擁有若干商用物業及一幢豪華住宅物業。隨著香港物業價格
上揚，本集團之物業組合亦有所升值。於六個月期間內，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收益為5,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物業投資之價值為
111,400,000港元。

b) 上市證券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證券組合因出售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之投資而錄得約14,200,000港元之收益。而於同一期間內，由於市
況波動不穩，故本集團之證券組合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平值虧
損約98,500,000港元。

c) 放債業務

於回顧期內，受惠於本公司之借貸政策採取更為審慎之方針，本集團之放債
業務分部繼續錄得正面業績。

d)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彩票相關業務投資

本集團於一家在中國從事彩票相關業務之公司擁有20%權益。經仔細評估此
業務於中國之現時發展及未來前景後，管理層決定永遠撤出此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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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醫診所營運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成立漢坊中醫診所（「該診所」）。儘管區內其他中醫診所
造成激烈競爭，以致此業務尚未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惟管理層將投放更
多資源，在附近地區向公眾推廣該診所。管理層相信，在日後其為本集團帶
來的營業額及回報均會穩步增長。

f) 投資於中國林地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項協議以收購一間
公司，現金代價為50,000,000港元。所收購公司之主要資產為位於中國雲南省
三幅總地盤面積約為36,737畝（「畝」）之林地之特許權利及權益之50%權益。此
項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完成，自其收購以來，此投資並未為本集
團帶來任何溢利。管理層相信，此項收購為本集團帶來良機，可擴展至前景
亮麗的業務，從事林業採伐與木材加工業，長遠而言可能增加本集團的收入
來源，並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前景

美國可能出現衰退、歐元區危機加上中國增長放緩等經濟困局，一直拖慢環球經
濟復甦的步伐。未來數月，預期環境仍然困難且充滿挑戰，在未來增長方面，管理
層將會繼續採取一個較審慎的方針。

於半個財政年度結束後，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
項協議以收購一間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目標集團」），現金代價為800,000,000

港元。目標集團於中國河北省擁有總面積約63,035畝之若干林地使用權，當中約
39,524畝種有果樹。此項交易尚在進行，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
作實。管理層認為，此項收購為本集團帶來機遇，可將業務分散至中國水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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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額及借貸總額分別約為1,052,000,000港
元及34,1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款按浮動利率及參考港元最優惠利率╱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計息，並以港元為單位，因此不存在任何匯率波動風險。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資產總額）為3.2%。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為數約108,9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批予本集團若干貸款融
資之抵押品，另外賬面值約470,100,000港元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已抵押予若
干財務機構，以作為給予本集團之保證金融資之抵押。

貨幣風險管理

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港元結算。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幣資產。本集團所承受
之外匯風險極低，故無需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僱員、酬金政策及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挑選及擢升員工乃按彼等之資歷、經驗及是否適合該職位而決定。本集團
之酬金政策旨在保留及激勵員工。員工之表現會於每年評核，作為調整酬金福利
之基礎。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所有僱員設立一個定額供款強
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

企業管治

除於下文所述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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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並不應由同一名人
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必須清楚劃分並以書面列明。鄺啟成博士兼任本
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並負責本公司整體管理事務。本公司認為主席及行政總裁
角色結合，有利本公司有效制訂及實施其策略，使本集團能敏銳捉緊商機。本公司
認為，透過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監察，可達致一個平衡機制，能適當及公平地
代表股東利益。

根據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各現任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流退任（第A.4.2條守則條文規定，每名獲委任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
次（「輪流退任期間限制」））。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經採取足夠措施，確保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比守則寬鬆。

根據守則第A.6.7條守則條文，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之
股東大會。由於海外事務或其他須優先處理之業務，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克出
席分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以及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守則第E.1.2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海
外事務，鄺啟成博士未克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周志華
先生獲選為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確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與本公司股東有效溝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便檢討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
與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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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
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heritage.com.hk)。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www.

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heritage.com.hk)刊載，並將寄交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漢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鄺啟成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有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鄺啟成博士、翁世炳先生、潘
芷芸女士、周志華先生及武劍博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成泉先
生、夏其才先生、鍾育麟先生及羅煌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