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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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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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AST ASIA PROPERTIES & FINANCE LIMITED
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52

網址：http://www.seapnf.com.hk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
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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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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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03,718,004 206,780,268

銷售成本  (161,491,635) (166,341,564)
   

毛利  42,226,369 40,438,70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5 4,906,533 7,056,971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溢利  54,545,716 21,023,785
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
 金融資產之虧損  (1,202,105) (6,048,050)
分銷費用  (7,470,344) (9,578,082)
行政費用  (28,264,397) (25,319,363)
其他營運費用  (576,915) (792,343)
   

經營溢利 6 64,164,857 26,781,622

財務成本 7 (4,417,704) (3,160,94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93,320 977,685
   

除稅前溢利  60,940,473 24,598,358
所得稅開支 8 (1,897,230) (2,995,156)
   

期內溢利  59,043,243 21,603,202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7,972,378 21,044,922
 非控股權益  1,070,865 558,280
   

  59,043,243 21,603,202
   

每股溢利
 基本及攤薄 9 26.66仙 9.6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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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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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9,043,243 21,603,202

其他全面收益：
 持作出售之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溢利（虧損） 1,565,448 (7,211,497)

 出售持作出售之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調整 137,777 –

 折算海外業務賬項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802,359) 4,471,453

 應佔聯營公司滙兌儲備 (9,946) 60,87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8,934,163 18,924,037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8,759,215 18,441,630

 非控股權益 174,948 482,407
  

 58,934,163 18,92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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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599,020,674 544,474,958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0,012,547 214,728,338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3,239,358 13,538,989
聯營公司權益  69,985,911 68,582,558
持作出售之金融資產  27,890,856 26,323,909
無形資產  3,702,706 3,702,706
其他非流動資產  3,162,195 3,052,178
   

  927,014,247 874,403,636
   

流動資產
存貨  73,418,305 85,737,359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189,533,689 141,405,213
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
 金融資產 11 7,041,983 8,244,088
按金及預付款項  5,295,219 5,158,067
預付稅項  2,261,593 2,852,511
定期存款  4,100,000 4,100,000
客戶證券業務信託存款  67,749,239 54,326,889
現金及銀行結餘  32,423,885 60,940,600
   

  381,823,913 362,764,72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23,740,862 151,845,87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4,249,915 2,489,95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585,455 1,366,096
銀行貸款及透支  144,449,852 213,283,485
應繳稅項  2,639,134 2,435,174
   

  286,665,218 371,420,582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95,158,695 (8,655,8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22,172,942 865,74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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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69,257,334 65,377,583

應付非控股權益  2,664,500 2,664,500

遞延稅項負債  3,815,822 3,682,008
   

  175,737,656 71,724,091
   

淨資產  846,435,286 794,023,69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217,418,850 217,418,850

儲備  617,230,078 566,064,2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34,648,928 783,483,145

非控股權益  11,786,358 10,540,545
   

總權益  846,435,286 794,023,690
   



6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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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若干投資物業、持作出售之金融資產和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價值
計量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之
會計政策乃與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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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者一
致。

本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二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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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採納以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外，編制此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
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財務報表所用相同。

於本期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效或已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本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的修訂

採納新及已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
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以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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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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年度改善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循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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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訂本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
 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及過渡性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財務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 合併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 公平價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明細呈列的修訂1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27（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28（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香港會計準則32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修訂3

香港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註釋20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披露基準，要求營運分部按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識別，有關
報告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派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本公司之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本公司之董事
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本公司之董事僅從地域及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就從地域及產品角度考慮而言，本公司之董事
評估物業投資及發展、酒店、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服務之表現。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表現乃基於營運分部業績予以評估，其為
分部業績之計量方式。分部業績與集團利潤之計量保持一致，惟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收
益開支、財務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所得稅開支並不計入此等計量。該計量為分
派資源乃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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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向公司之董事呈報之來自外部公司之收益乃以與綜合損益表內所載者相同之方式計量。

為與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當前分為
下列營運分類：

物業投資及發展╱酒店 ： 提供酒店服務及於香港及中國出租物業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 生產及分銷塑膠袋及塑料包裝物料

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 ：  證券投資與金融、期貨交易（於二零一二年一月重新
   啓動業務）及買賣證券投資服務

I) 業務分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及 生產及分銷 證券經紀、
 發展╱酒店 塑膠包裝材料 期貨及財務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營業額 21,581,717 174,042,041 8,094,246 203,718,004
    

營運業績 10,478,175 762,389 (1,621,423) 9,619,141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產生之溢利 54,545,716 – – 54,545,716
    

經營溢利（虧損） 65,023,891 762,389 (1,621,423) 64,164,857
   

不分類呈列財務成本 – – – (4,417,704)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1,229,860 (36,540) – 1,193,320
    

除稅前溢利    60,940,473
不分部呈列稅項    (1,897,230)
    

期內溢利    59,043,243
    

折舊及攤銷 2,205,831 4,696,660 305,365 7,207,856
資本支出 46,053 3,512,705 123,318 3,68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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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I) 業務分佈（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及 生產及分銷 證券經紀、
 發展╱酒店 塑膠包裝材料 期貨及財務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營業額 19,422,372 175,717,514 11,640,382 206,780,268
    

營運業績 9,575,516 (1,895,559) (1,922,120) 5,757,837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產生之溢利 21,023,785 – – 21,023,785
    

經營溢利（虧損） 30,599,301 (1,895,559) (1,922,120) 26,781,622
   

不分類呈列財務成本 – – – (3,160,949)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1,077,585 (99,900) – 977,685
    

除稅前溢利    24,598,358

不分部呈列稅項    (2,995,156)
    

期內溢利    21,603,202
    

折舊及攤銷 2,174,493 4,565,506 203,459 6,943,458

資本支出 43,200 2,102,420 240,022 2,3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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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II) 地區部分

 營業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44,850,063 44,438,590

北美洲 23,635,646 23,532,606

大洋洲 15,001,832 13,891,154

歐洲 14,208,506 17,370,791

中國 48,321,891 49,502,011

其他亞洲國家 57,700,066 58,045,116
  

 203,718,004 206,780,268
  

4.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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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品銷售 174,042,042 175,717,514

總租金收入 10,196,829 9,044,665

經紀佣金 7,775,384 9,291,484

酒店收入 11,384,887 10,377,707

股息收入  
 －上市公司股本證券 318,862 2,348,898
  

 203,718,004 206,780,268
  

5.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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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3,472,122 4,300,432

其他收入 1,281,688 2,272,02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淨溢利 81,599 155,48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之回撥 71,124 329,026
  

 4,906,533 7,0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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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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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已（計入）：

存貨銷售成本 128,694,809 131,434,105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收款之減值虧損 76,839 1,778,426

匯兌虧損 398,110 –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袍金）
 薪金、津貼 26,371,731 24,234,354

 員工福利 1,531,157 1,706,053

 退休計劃供款 397,047 343,640

 28,299,935 26,284,047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1,898,754 1,261,84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39,282 186,20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068,574 6,757,252

投資物業租金總收入 (10,196,829) (9,044,665)

減：本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
   直接經營開支 6,660 7,400

 (10,190,169) (9,037,265)
  

7. 財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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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支出：
 銀行貸款及透支於以下期間償還
  五年內 1,601,863 1,801,697

  超過五年 1,810,352 508,12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60,845 533,452

 其他借款 2,592 2,292

銀行費用 742,052 315,381
  

 4,417,704 3,16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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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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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項開支包括：
當期稅項：
 香港所得稅 1,625,799 2,613,740

撥備不足
 香港所得稅 137,617 –

遞延稅項：
 期內開支 133,814 381,416
  

本期稅項開支 1,897,230 2,995,156
  

香港所得稅撥備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評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一年：16.5%）提撥。中國附
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以25%（二零一一年：25%）提撥。海外所得稅撥備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評
稅溢利以業務於當地稅率提撥。

9. 每股溢利

每股溢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57,972,378港元（二零一一年：21,044,922港元）及本期內
已發行之217,418,850股普通股計算（二零一一年：217,418,850股）。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於本期內之貿易應收賬款是由(i)物業投資及發展╱酒店；(ii)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及(iii)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所引起。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結算所及現金客戶 38,773,583 17,573,663

 有抵押孖展貸款客戶 90,892,580 64,667,777

 其他 45,043,557 52,732,013
  

 174,709,720 134,973,453

減：呆壞賬減值撥備 (6,334,543) (6,334,543)
  

 168,375,177 128,638,910

其他應收款 21,158,512 12,766,303
  

 189,533,689 141,4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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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已扣除呆壞賬減值撥備）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按要求償還－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 90,892,580 64,667,777

0 – 30日 63,733,921 50,994,534

31 – 60日 7,845,716 6,578,633

60日以上 5,902,960 6,397,966
  

 168,375,177 128,638,910
  

在貿易應收賬款，其中90,892,580港元（已扣除呆壞賬減值撥備）（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4,667,777港元）是給予孖展客戶之貸款以本集團持作抵押品之上市證券作抵押並附帶利息。授
予孖展客戶之信貸融資額度乃根據本集團所接納之抵押品證券之折讓市值釐定。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客戶就獲授之客戶之貸款而抵押作為抵押品之證券之總市值為115,859,515港
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3,066,180港元）由於董事認為賬齡分析就證券孖展借貸業務
之循置性質而言並無意義，故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均給予現金客戶之信貸期至各證券交易結算日期（按慣例在相對交易
日兩個工作天後結算）。每位有抵押孖展貸款客戶均有信貸限額。

除客戶與本公司相互另訂外，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的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通常為0至
90天。

酒店客人於退房前將被要求支付未付款項。而本集團一般在客人入住前要求以現金或信用卡
提供按金。除此以外，本集團無向客人收取其他抵押。

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貿易應收賬款實施嚴格控制。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過期賬項。鑑於
上文所述者及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本公司董事認為截止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貿易應收賬款中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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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於香港上市持作出售之證券 7,041,983 8,244,088
  

以上證券分類為持作出售而其公平值根據報告日期結束時之市場買入報價釐定。

本集團之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化之金融資產賬面值為6,110,25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8,198,750港元）已予抵押作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於本期內之貿易應付賬款是由(i)物業投資及發展╱酒店；(ii)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iii)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所引起。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包括：
 結算所及現金客戶 76,796,562 60,749,924

 有抵押發展貸款客戶 8,272,819 40,494,868

 其他 13,190,912 23,886,445
  

 98,260,293 125,131,237

其他應付款 25,480,569 26,714,636
  

 123,740,862 151,845,873
  

於結算日結束時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0 – 30日 91,583,512 114,507,318

31 – 60日 4,674,016 5,511,682

60日以上 2,002,765 5,112,237
  

 98,260,293 125,131,237
  

上述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付賬款中76,796,563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0,749,924港元）為應付結算所及現金客戶到期日為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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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法定股本：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 500,000,000 5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17,418,85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 217,418,850 217,418,850
  

14. 抵押資產

本集團有以下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抵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審核）

投資物業 419,241,000 384,301,0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2,258,244 12,546,334

樓宇 75,700,834 77,281,060

定期存款 4,100,000 4,100,000

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動的金融資產 6,110,250 8,198,750

持作出售之金融資產 25,750,256 24,188,309
  

 543,160,584 510,615,453
  

15. 比較數字

為配合本中期之呈報方式，上年度若干比較數字重新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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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是期內，本集團共錄得營業額為203,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06,800,000港元）。
期內除稅前溢利為60,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4,600,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
比較增加148%。除稅前溢利上升主要原因為集團的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
溢利相比去年同期上升33,500,000港元及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
之虧損相比去年同期減少4,800,000港元所致。上半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58,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000,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為數6,522,565港元的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擬派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
派發（二零一一年：6,522,565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物業投資及發展

集團的投資物業，包括尖沙咀華國酒店地鋪、尖沙咀新港中心的寫字樓單位、葵涌
南星工業大廈全棟、葵涌葵德工業中心的可供寫字樓及貨倉用途的單位，以及深
圳市潮汕大廈寫字樓和明月花園住宅單位，全部租出，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
入。是期內，集團的租金收入為10,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0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13.3%。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投資物業
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溢利為54,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000,000港元）。

酒店

香港華國酒店由於享地利之優點，亦受惠於訪港旅客持續上升，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酒店的出租率、平均房租及整體營運毛利改善，業務表
現理想，期內酒店收入為11,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0,4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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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是期內，本業務錄得銷售額174,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75,7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輕微減少1%。惟未計入財務成本、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及利得稅前之經營溢
利為76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1,900,000港元）。轉虧為盈主要由於經營成本
下降所致。

面對全球需求不明朗因素形成的挑戰，本業務將致力減低生產流程損耗、嚴格控
制營運開支以及優化生產流程。

是期內，我們的零售業務於中國大陸持續增長，透過分銷網絡成功拓展華南及華
東以外的連鎖超市及大型超市並擴大產品系列以符合消費者的不同需要。

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

是期內，香港股市仍受著外圍因素主導。西方國家正積極爭取從金融海嘯和歐債
危機復甦過來，本業務在二零一二年第二和第三季仍然充滿挑戰。

恆生指數在本年六月四日跌至18,056低位後，續而在九月底反彈至20,840水平。投
資者和長線基金顯得甚為保守，靜觀復甦情況。直至美國聯邦儲備局在九月中再
度推出第三期「量化寬鬆」(QE3)和宣佈接近零息期將延續至二零一五年中，全球股
市方趨向較為穩定。

但投資者亦擔心美國總統大選及中國更換領導層所引起政治氣候的改變和政策的
不確定性。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香港股市每日平均成交量
比去年同期下滑33%至大約500億港元（二零一一年：750億港元），是令本行業經營
困難的主要因素。加上本地各經紀行、銀行都紛紛加入佣金價格戰中，令本業務之
市場佔有率無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響。

客戶因市場氣氛不佳而減低持倉意欲，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證券經紀業務交易佣金收入下降49.7%至4,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300,000港
元）。而孖展客戶的淨利息收入下降20.3%至3,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200,000

港元）。另外，股息收入為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0,000港元）。通過損益表反
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之溢利為4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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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常滙商品期貨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重新啟動業務，
提供平台買賣本港期交所產品。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期貨
業務之交易佣金收入為3,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是期內並無股息收入（二
零一一年：1,800,000港元）。通過損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之虧損為
1,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4,900,000港元）。

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業務之經營虧損為1,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1,900,000

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就收購廠房及設備而言，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向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及預備充足的流動資產以應付集團的發展及營運
需求，並以淨債務權益比率來監管其資產。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和定期存款為36,5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5,000,000港元），而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結餘為
189,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41,400,000港元）。貿易應付賬款及其
他應付款結餘為123,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51,800,000港元）。貿
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結餘增加主要由於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業務之應收保
證金客戶款項上升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之銀行借貸由上年度報告日的278,700,000港元增加
至313,700,000港元，其中短期借貸為144,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13,300,000港元），而長期借貸則為169,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5,400,000港元）。集團是期內之淨債務權益比率為34.9%（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27.6%），此乃按集團之借貸淨額（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和定期存款）相對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比例計算。而銀行借貸及淨債務權益比率上升主要由於期內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增加所致。

外匯風險

為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減至最低，集團的借貸主要是以港元及美元為主，因
此，外匯牌價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惟管理層不斷監察匯兌風險，並於適當
時候考慮對沖重大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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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
收購或出售。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834,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783,500,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每股綜合資
產淨值為3.89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65港元）。

集團資產押記

集團之資產押記詳情載列於第15頁的附註14條內。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旗下員工有652人。薪酬政策乃經參考市場狀況及
員工個人表現而釐定。

展望

全球經濟在歐洲債務危機的持續困擾及美國經濟的緩慢復甦下，正在慢慢地復甦
過來。預期中國經濟亦會隨著中國政府領導層換屆而取得平穩經濟增長。雖然面
對嚴峻的挑戰，本集團仍抱持審慎樂觀態度，冀在現時市場內發掘機會。集團計劃
動用更多資源擴展集團之核心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

本港經濟將難免受全球不明朗的經濟環境所影響。然而，本地物業市場仍將受惠
於低息環境。預計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保持穩定，概因本集團之物業租
賃是以長期租約簽訂。

酒店

訪港旅客保持穩定增長將在來年支持本地消閒、零售及酒店住宿之需求。華國酒
店位於尖沙咀旅遊及購物中心，預計其入住率及平均房價均可望提升，故下半年
其總收入應有溫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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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中國大陸之製造業仍然面對人民幣持續升值及勞動成本急升等困難。另外，中日
爭議引發的風波，美國總統大選後「財政懸崖」的不明朗因素以及中國經濟放緩將
無可避免地對本業務做成影響。

面對以上種種挑戰，我們將會繼續優化生產流程以提升生產力，及以服務和技術
主導來增強在國內的競爭力。

由於中國政府著重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將致力提升國民之財富水平以建立內需市
場及減輕對出口市場的依賴，故本集團深信國內的消費力將大幅提高。

我們已成功拓展至全國的家樂褔超市，本集團將藉此機會改善南星牌產品的品牌
形象和重新設計包裝以統一品牌形象及增強客戶忠誠度。我們將繼續在國內二、
三線城鎮拓展分銷網絡及擴充一次性消費產品系列。

證券經紀、期貨及財務

美股已回升至金融海嘯前高位，但歐洲情況仍然不明朗，基金及投資者正調整環
球投資組合的部署，增加亞太區新興國家的持貨。另外，現時中國A股的市盈率已
降至12倍而香港H股的市盈率亦只是9倍，甚為吸引。

鑒於資金流向亞太區等地方，包括香港，展望本業務在本年第四季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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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企業管治的常規守則

是期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內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以下偏離者則除外：

蔡乃端先生出任本公司主席，而實際上亦是本公司的行政總裁。根據守則第A.2.1

條，此乃偏離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由不同人士擔任的守則條文。經審閱管理
層架構後，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的決定乃全體董事以投票表決方式作出的集體決
定，並非董事會主席一人的決定。此外，董事會成員的職責與日常業務管理層的職
責均有清晰劃分及獨立運作。因此，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並無集中在任何一位人
士身上。董事會認為，現行的架構不會對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
限平衡造成損害。

根據守則第A.4.1條，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現時，本公司
之非執行董事沒有特定之任期，惟根據本公司的章程細則，彼等須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董事會認為該項偏離被視為合適，因為輪值告退已授
予本公司股東批准或否決所有非執行董事的連任。

遵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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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內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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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標準。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特地
作出查詢，而所有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己審
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和政策並與管理層討論有關稽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其認為有關報告乃符合適用之會計政策標準及上市規則編製，並已
作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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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股份。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的詳細資料

本公司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儘快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
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seapnf.com.hk)「財務報告」一欄供欄閱覧。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蔡乃端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1)執行董事：蔡乃端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蔡乃競先生（副主席）、蔡基鴻先生及蔡基信先生；(2)非執行董事：陳文漢先
生、蔡奕忠先生、蔡漢興先生、蔡新惠先生、蔡漢榮先生及蔡穎雯女士；及(3)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兆庭先生、郭良先生、黃錫強先生、徐家華先生及蔡瑞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