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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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 HAIJ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06)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止止止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佈佈佈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營業額約為268,930,000港元，較上

個年度同期的營業額約為227,340,000港元增加約18.30%。 

 

� 期內毛利約為34,58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為23,990,000港元增加約44.11%。期內

的毛利率由10.55%增加至12.86%。 

 

�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96,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為7,440,000港元減少約

98.71%。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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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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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2  262626268888,926,926,926,926     227,335 

        銷售成本  ((((234,348234,348234,348234,348))))     (203,341)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34,57834,57834,57834,578     23,99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3,6783,6783,6783,678     2,468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1313131,,,,867867867867))))     (28,793)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6,3896,3896,3896,389     (2,331) 

        融資成本  ((((5,2835,2835,2835,283))))     (4,64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  1,1061,1061,1061,106     (6,976) 

        所得稅開支 5  ((((1,4861,4861,4861,486))))     (850)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380380380380))))     (7,826)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9154,9154,9154,915     (2,976) 

     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5354,5354,5354,535     (10,802)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股東  ((((96969696))))     (7,435) 

非控股權益  ((((284284284284))))     (391) 

          ((((380380380380))))     (7,826) 

        
應佔全面應佔全面應佔全面應佔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本公司股東  4,5844,5844,5844,584     (10,276) 

非控股權益  ((((49494949))))     (526) 

        
  4,5354,5354,5354,535     (10,802)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7        

-  基本  ((((0.0.0.0.00001111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61港仙) 

     
-  攤薄   ((((0.0.0.0.00001111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6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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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二二二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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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72172172172,669,669,669,669     152,334 

土地租賃溢價       25,25,25,25,652652652652     25,560 

購置土地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款       14,13314,13314,13314,133     20,138 

商譽       20,37920,37920,37920,379     20,057 

          222232,83332,83332,83332,833     218,089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4,4,4,4,851851851851     5,871 

存貨       22225,7085,7085,7085,708     25,289 

土地租賃溢價       555591919191     58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91,627291,627291,627291,627     268,6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81,50481,50481,50481,504     79,4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06613,06613,06613,066     21,120 

          417,347417,347417,347417,347     401,017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6,477106,477106,477106,477     98,811 

銀行及其他借貸       209,560209,560209,560209,560     195,368 

應付即期稅項        1,3021,3021,3021,302     190 

        317,339317,339317,339317,339     294,369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00,008100,008100,008100,008     106,6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3333332,8412,8412,8412,841     324,73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2,72,72,742424242     2,733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33333330000,,,,099099099099     322,004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33331111,,,,162162162162     30,30,30,30,367367367367    

儲備       282828284444,,,,211211211211     222276,86276,86276,86276,86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3131315555,,,,373373373373     333307,22907,22907,22907,229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4,14,14,14,726726726726     14141414,,,,775775775775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33333330000,,,,099099099099     333322222222,,,,004004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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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綜綜綜合合合合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資本儲備資本儲備資本儲備 

 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認股權證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盈餘盈餘盈餘盈餘公積金公積金公積金公積金 

  匯兌儲備匯兌儲備匯兌儲備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保留溢利    ((((累計累計累計累計虧虧虧虧損損損損))))      小小小小計計計計 

 
 非控非控非控非控股股股股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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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0,242 231,640  117 1,646 254  15,693  35,842  13,675  329,109  14,873  343,982 

 
                  轉撥 

- -  - - -  1,430  -  (1,430)  -  -  - 

 
                  年度虧損 

- -  - - -  -  -  (25,131)  (25,131)  (32)  (25,16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2,764  -  2,764  139  2,903 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 -  - - -  -  2,764  (25,131)  (22,367)  107  (22,260)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 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 
                  

 
                  購股權失效 

- -  - (282) -  -  -  282  -  -  - 

 
                  行使購股權 

125 586  - (185) -  -  -  -  526  -  526  
                  收購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權益 

- -  - - -  -  -  (39)  (39)  (205)  (244) 

 
                  非上市認股權證到期 

- -  - - (254)  -  -  254  -  -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0,367 232,226  117 1,179 -  17,123  38,606  (12,389)  307,229  14,775  322,004 

 
                  期內虧損 

- -  - - -  -  -  (96)  (96)  (284)  (380) 

 
                  期內其他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  4,680  -  4,680  235  4,915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 -  - - -  -  4,680  (96)  4,584  (49)  4,535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直接於權益確認之與本公司 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股東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 

795 3,724  - (1,179) -  -  -  -  3,340  -  3,340 

 
                  配售非上市認股權證(扣除開支) - -  - - 220  -  -  -  220  -  22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1,162 235,950  117 - 220  17,123  43,286  (12,485)   315,373  14,726  3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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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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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7,4557,4557,4557,455     6,93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2229999,9,9,9,972727272))))     (9,95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4,19214,19214,19214,192     (20,9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8,8,8,8,325325325325))))     (23,97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12021,12021,12021,120     34,418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271271271271     (16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06613,06613,06613,066     10,2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06613,06613,06613,066     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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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綜合中期財務綜合中期財務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資料資料資料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等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附

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撰。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

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

團及本公司的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作出若干重要會計評估，亦要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

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業績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應用的會計政策相符。 

 

 本簡明綜合帳目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經過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222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營業額指銷售包裝物料，已扣除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並於扣除所有退貨和貿易折扣後

 呈列。 

 

3333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呈報呈報呈報呈報    

    

a) 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包裝物料。本集團主要

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其綜合財務資料，以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分配決策。因此，本

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類，及並無呈列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b) 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地點劃分。事實上，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

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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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二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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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222288880000     280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22234343434,,,,343434348888     203,341 

折舊 10,10,10,10,655655655655     10,231 

員工成本 33335,6155,6155,6155,615     33,012 

借貸利息開支 5,2835,2835,2835,283     4,645 

 

5555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由於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中國之經營所得稅撥備乃以現行有關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礎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照適用稅率計算。 

 

666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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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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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96969696))))     (7,435)(7,435)(7,435)(7,43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二二二年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1,211,211,211,214,6884,6884,6884,688     1,209,680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30,20130,20130,20130,201     2,145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1,21,21,244,88944,88944,88944,889     1,211,825 

          

 呈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各期內，由於潛在 普通股有

 其反攤薄效應，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888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增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總值為29,972,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951,000港元) 而出售為52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6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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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項項項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二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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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63,678163,678163,678163,678     174,644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91919191))))     (89) 

  163,587163,587163,587163,587     174,555 

        

應收票據  117,258117,258117,258117,258     87,804 

其他應收款  6,0406,0406,0406,040     3,471 

預付款項及按金     4,7424,7424,7424,742     2,867 

           
     291,627291,627291,627291,627     268,69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二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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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60,654160,654160,654160,654     166,676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2,3702,3702,3702,370     5,655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296296296296     1,487 

一年以上  358358358358     826 

        
  163,678163,678163,678163,678     174,644 

減：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91919191))))     (89) 

        
 

 
163,587163,587163,587163,587     174,555 

        

 

本集團之客戶獲授之一般信貸期介乎90至120日（二零一二年：90至120日）。應收貿易

賬款撥備以備抵賬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有關款項之機會甚微，在此情況下，減

值虧損將直接從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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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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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74,65474,65474,65474,654     55,145 

應付票據  23,48423,48423,48423,484     32,828 

其他應付款項  8888,339,339,339,339     10,838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負債  106,477106,477106,477106,477     98,8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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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三個月內  55559,0099,0099,0099,009     48,410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12,51112,51112,51112,511     4,216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1,5971,5971,5971,597     628 

一年以上  1,5371,5371,5371,537     1,891 

        
  74,65474,65474,65474,654     55,145 

    

11111111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千港元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4,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 025 港元(經審核) 100,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4,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25 港元(未經審核)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已發行及繳足已發行及繳足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214,688,620 股每股面值 0.025 港元港元(經審核) 30,367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1,246,500,620 股每股面值 0.025 港元(未經審核) 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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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268,93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的營業額約為227,340,000

港元增加約18.30%。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期內，毛利約為34,58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為23,990,000港元增加約44.11%。期內的   

毛利率由10.55%增加至12.86%。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期內，其他經營收入約為3,68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2,470,000港元增加約49.03%。其

他經營收入增加的主要由於本公司所持有的已抵押人民幣的定期存款的匯兌收益增加。 

 

融資融資融資融資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期內，本集團錄得融資成本約為5,28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為4,650,000港元增加約

13.74%。融資成本增加是由於銀行及其他借貸增加。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96,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的約為7,440,000港元減少約

98.71%。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減少主要由於營業額增加及毛利率改善。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生產及銷售用於家電的泡沫塑料及蜂窩紙包裝產品。本集團致力

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整體包裝解決方案，包括為客戶設計、開發、測試及生產緩衝包裝產品。 

 

在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面對中國整體經濟增長放緩及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導致

家電的需求持續減少，帶給本集團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燃料、電力、員工成本及輔料成本等

經營成本持續上漲，擠壓了本集團的盈利空間。惟在本集團的開源節流措施見效後，本集團

於回顧期內的經營業績，較上個年度同期已見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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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業務展望    

 

中國的經濟前景受到美國疲弱經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國內通脹高企影響，預期家電

等內需品的需求，短期內不會有強勁反彈。而過去幾年的「家電下鄉」及「節能惠民」等補

貼政策也提前透支了部份家電市場的需求。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專注提升生產技術、加強內部管理及開拓新客戶。 

 

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技術    

 

本集團將加強的生產技術管理，持續改善生產程序，其中包括改進模具的設計及管理，令生

產流程更暢順，減少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及提升整體生產效益。 

 

本集團在生產過程中需要運用大量蒸汽，改善模具設計能有效減少蒸汽的消耗，本集團將專

注改良模具設計，從而提升生產效率及節省成本。 

 

業務拓展業務拓展業務拓展業務拓展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客戶的業務外，還會積極拓展新客戶。憑藉本集團的管理團隊有逾十

年包裝企業的管理經驗及擁有專業設計團隊，使本集團在拓展新客戶，具競爭優勢。未來本

集團會加強市場需求變化的敏感度及產品設計的創意，進一步提升及利用設計優勢，擴大市

場滲透率及客戶基礎。 

 

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加強內部管理 

 

本集團會將持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內部監控制度，使企業持續、穩定及健康地

發展。 

 

本集團將會持續精簡及改善工作流程，令營運更加流暢及減省成本。本集團透過定期召開內

部會議，加強溝通，促進各附屬公司市場訊息及生產技術交流，使各部門互相補足，各取所

長，提升企業整體的經營效益。 

 

本集團亦將持續控制庫存量於合理的低水平，以提升企業盈利。 

 

青島新廠房青島新廠房青島新廠房青島新廠房 

 

青島新廠房已竣工，並預計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底開始投入運作。青島新廠房投入運作可改

善本集團的生產效率，並可為位於青島市的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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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宿舍樓合肥宿舍樓合肥宿舍樓合肥宿舍樓 

 

本集團於合肥興建的二號宿舍樓已完成及使用；而一號宿舍樓已竣工，並預計將於二零一三

年八月底開始使用。新宿舍樓能為合肥的員工提供更佳的居住環境，提高員工的歸屬感及穩

定性。 

 

團隊建設團隊建設團隊建設團隊建設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深信擁有優秀人力資源，才能提高本集團整體競

爭力及凝聚力。本集團透過購股權計劃及通過完善獎勵花紅計劃，並持續為員工進行培訓及

提供公平公正的晉升機會，為員工構建事業發展的平台，提升管理人員素質和員工操作技能，

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培育及儲備優秀人才。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本集團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本集團

可能收購事項為節能管理業務。鑑於中國家電產品之需求大幅下降及包裝產品市場之激烈競

爭，本集團認為可能收購事項將為本集團將其業務多元化發展及尋求新收入途徑之良機。本

集團正就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可能收購事項（倘落實）或會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

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可能收購事項另行刊發公告。 

 

董事會謹此強調董事會謹此強調董事會謹此強調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於本公告日期於本公告日期於本公告日期，，，，並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並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並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並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者者者務請注意未能保證可能收購事項或本公告所述之任何其他交易將會務請注意未能保證可能收購事項或本公告所述之任何其他交易將會務請注意未能保證可能收購事項或本公告所述之任何其他交易將會務請注意未能保證可能收購事項或本公告所述之任何其他交易將會

落實或最終完成落實或最終完成落實或最終完成落實或最終完成，，，，且可能收購事項將須待多項條件且可能收購事項將須待多項條件且可能收購事項將須待多項條件且可能收購事項將須待多項條件獲獲獲獲達成後達成後達成後達成後，，，，方可作實方可作實方可作實方可作實。。。。股東及潛在投資股東及潛在投資股東及潛在投資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者者者

在買賣本公司證券在買賣本公司證券在買賣本公司證券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時務請審慎行事時務請審慎行事時務請審慎行事。。。。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約為315,370,000港元，而本集團流動資產約為

417,350,000港元及本集團流動負債約為317,34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項及銀行借貸。經計及本集團現時之財務資源後，其具備充裕資金應付其持續業務及發展所

需。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164,36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161,640,000港元)的資產作為本集團銀行借貸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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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承擔

18,200,000。(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90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對沖對沖對沖對沖    

 

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層監察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

險。    

    

公眾持股量公眾持股量公眾持股量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以公開途徑取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公眾持股量維持在上市規

則所規定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5%的足夠水平。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約435名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2名) 員工

長駐中國及香港。本集團按員工表現、經驗及現行市場慣例釐定員工薪金。  

    

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購股權計劃之目的是獎勵對本集團業務有貢獻的合資格人士，包括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或聯營公司的僱員、董事、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購股權數目購股權數目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 

 

 行使期行使期行使期行使期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     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一月一日結餘一月一日結餘一月一日結餘一月一日結餘 

     於期內於期內於期內於期內行使行使行使行使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結餘日結餘日結餘日結餘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王誼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105 8,000,000  (8,000,000)  - 

 
        惠紅燕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105 4,672,000  (4,672,000)  - 

 
         
   12,672,000  (12,672,000)  - 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 
        

 
        僱員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105 19,140,000  (19,140,000)  - 

 
   31,812,000  (31,8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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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董事及董事及董事及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行政行政行政行政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的的的的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登記於該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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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於於於本公司股份本公司股份本公司股份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及相關股份的及相關股份的及相關股份的好倉好倉好倉好倉    

                    
                佔已發行佔已發行佔已發行佔已發行    

                股本的股本的股本的股本的概約概約概約概約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公司權益公司權益公司權益公司權益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百百百百份份份份比比比比    

      
周鵬飛先生 39,670,000 690,396,020 777730303030,,,,066066066066,0,0,0,022220000    58.57 

 （「周先生」）  （附註）      

        王誼先生 3,550,000 - 3,550,0003,550,0003,550,0003,550,000    0.28 

        惠紅燕女士 4,672,000 - 4444,,,,672672672672,000,000,000,000    0.37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該等股份由海景控股有限公司（「海景控股」）合法擁有，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周先生全資擁有。鑒於周先生擁有海景控股之全部股權，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周先生被視為在海景控股持有之所有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擁有：(a)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述規定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的權益主要股東的權益主要股東的權益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悉，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

披露的權益或淡倉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

倉：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好倉好倉好倉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類類類類別別別別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概約概約概約概約百百百百份份份份比比比比    

    
海景控股 實益擁有人 690,396,020 55.39 

    諶美華女士(附註) 配偶權益 730,066,020 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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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諶美華女士為周鵬飛先生之配偶，因此，諶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當作擁有周先生所持有或視作持有之所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

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

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

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     

    

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標標標準準準準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出售出售出售或或或或贖贖贖贖回證券回證券回證券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企企企業管業管業管業管治治治治    

 

董事會定期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一直遵守各項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概述之若干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守則守則守則條條條條文文文文AAAA.2.1 .2.1 .2.1 .2.1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

間之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周鵬飛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本公司之業務規模及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乃交

由高級行政人員及部門主管負責，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會使董

事會與公司管理層權力及職權失衡。 

    

守守守守則則則則條條條條文文文文AAAA.4.1.4.1.4.1.4.1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

退任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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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守則守則守則條條條條文文文文AAAA.6.7.6.7.6.7.6.7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6.7 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地

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由彼等擔任委員會成員的委員會會議並積極參與會

務，以彼等之技能、專業知識及不同背景及資歴作出貢獻。彼等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僅有主席、一名執行董事和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出席大會，董事會其餘成員因私務繁忙或另有公務在身而無法出席大會。本公司將

致力安排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日後之股東大會，確保守則第A.6.7條守則條文之

規定。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委委委委員會員會員會員會    

 

本集團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

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成員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冼家敏先生及陳鴻芳女士。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

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中中中國海景國海景國海景國海景控股有控股有控股有控股有限限限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主席 

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周鵬飛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周鵬飛先生(執行董事)，王誼先生(執行董事)，惠紅燕女士(執

行董事)，藍裕平先生(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冼家敏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陳鴻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告登載在「披露易」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inoha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