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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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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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439,667 609,267
銷售成本 (253,519) (299,162)  

毛利 186,148 310,10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55,564 35,215
市場及分銷費用 (19,553) (25,002)
行政費用 (138,264) (128,968)
其他營運費用 (102,209) (14,127)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價值之淨（減少）增加 (5,384) 3,922
已竣工物業存貨轉撥至投資物業之
公允價值收益 267,229 3,465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之增加 39,230 205,831
已竣工物業存貨之減值撥回 348 2,599
待發展物業攤銷 (55,923) (57,574)
一間附屬公司自願性清盤之虧損 (6) (77) –
出售一間合營企業之收益 (7) 1,100 –
融資成本 (96,058) (86,41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9) (19)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45,749 46,263  

除稅前溢利 177,881 295,298
稅項 (8) (128,827) (22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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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49,054 68,936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9) 120,697 14,414  

本期間溢利 (10) 169,751 83,350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9,970 79,8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19,835 6,698  

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89,805 86,501  

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0,916) (10,86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62 7,716  

本期間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 (20,054) (3,151)  

169,751 83,350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1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2.60 5.7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4.64 5.30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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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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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69,751 83,350  

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3,611) 195,304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應佔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價值之變動 (1,256) 2,193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 3,692 2,358
於出售物業時所實現之儲備 85 182  

2,521 4,733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1,090) 200,037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68,661 283,387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188,715 277,241
非控股權益 (20,054) 6,146  

168,661 28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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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7,367 1,025,63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
之按金 16,675 87,695

投資物業 9,251,616 8,629,406
待發展物業 6,527,903 6,512,536
收購待發展物業之按金 198,450 198,450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 64,943 106,848
其他資產－物業權益 21,446 22,0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057 9,076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525,883 1,480,664
應收貸款 316,456 322,257
可供出售投資 446,593 219,472
商譽 640 640
遞延稅項資產 113,169 171,703  

19,160,198 18,786,397  

流動資產
物業存貨
－發展中 3,118,273 3,291,737
－已竣工 2,928,737 2,376,395

其他存貨 15,618 66,638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2,563
合營企業欠款 428,969 394,747
非控股股東欠款 13,090 13,090
應收貸款 87,940 58,45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 (12) 412,289 801,838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 1,806 2,805
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 – 252,838

其他保本型存款 – 325,326
持作買賣投資 20,105 25,489
預繳稅項 43,220 5,873
用作抵押之銀行存款 139 12,585
銀行結存及現金 1,938,953 1,939,209  

9,011,702 9,569,591
分類為待售資產 172,439 248,010  

9,184,141 9,81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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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4,895,773 4,463,515
預售按金 457,448 504,930
稅項負債 525,448 660,769
應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8,877
會籍債券 32,207 32,763
附息借款 2,243,712 2,161,696
免息借款 600,218 514,651  

8,754,806 8,347,201
分類為待售資產之相關負債 96,250 171,241  

8,851,056 8,518,442  

流動資產淨值 333,085 1,299,1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493,283 20,085,5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206,483 301,354
儲備 8,948,630 13,762,984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權益 14,155,113 14,064,338
非控股權益 296,275 953,035  

權益總額 14,451,388 15,017,373  

非流動負債
附息借款 2,004,268 2,077,967
一名租戶之遞延租金收入 68,280 72,832
租戶之租金按金 26,522 23,297
會籍債券 21,220 20,621
遞延稅項負債 2,921,605 2,873,466  

5,041,895 5,068,183  

19,493,283 20,085,55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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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核數師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2410號「由實
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作出審閱，並出具無修改之審閱結論。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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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外（按情況適用），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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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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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已追溯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披露」。倘獲分配商譽或具有無限使用年期的其他無形資產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
位）並無出現減值或減值撥回，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取消就有關現金產生單位可
收回金額作出披露的規定。此外，修訂本引入適用於當一項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
回金額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計量的額外披露規定。該等新披露包括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要求的披露一致的公允價值層級、主要假設及所用估值技巧。
除額外披露資料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6號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確認的金
額構成重大影響。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並無對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報告的金額及所載的披露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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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主要來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經營之業務，當中並不包
含香港地區。本集團之基礎組織之釐定基於四項主要業務：物業發展、物業投資、生產、
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和其他營運（主要包括酒店及物業管理和高爾夫球場
營運）。同樣地，按匯報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為目的之本集團可呈
報及經營分部亦集中於該四項主要業務。

本集團未有包括總資產的資料作為分部資料的一部份。

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的經營分部於本期間終止。以下呈報的分部資
料並無包括此已終止經營業務（於附註9有更詳盡的描述）的任何金額。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之收入、業績及資產的分析如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營運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164,190 212,118 63,359 439,667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104,189) 424,680 (96,776) 223,71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5,564
未能分攤之企業費用 (51,070)
融資成本 (96,05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9) – – (19)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溢利 (19,491) 68,580 (3,340) 45,74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177,88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
分部資產 13,101,074 9,681,418 378,144 23,160,63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057 – – 9,057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71,439 838,514 15,930 1,525,883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 – 2,563
合營企業欠款 382,286 – 46,683 428,969
未能分攤之企業資產 3,217,231 

持續經營業務之合併總資產 28,344,339 

負債
分部負債 3,943,618 308,832 94,922 4,347,372
未能分攤之企業負債 9,545,579 

持續經營業務之合併總負債 13,89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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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營運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341,373 209,451 58,443 609,267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29,706 332,635 (16,697) 345,6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215
未能分攤之企業費用 (45,393)
融資成本 (86,41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9) – – (19)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2,768 63,012 (19,517) 46,26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295,298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
分部資產 12,672,746 9,103,110 343,245 22,119,10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076 – – 9,076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79,773 783,338 17,553 1,480,664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 – 2,563
合營企業欠款 348,066 – 46,681 394,747
未能分攤之企業資產 3,666,992 

持續經營業務之合併總資產 27,673,143 

負債
分部負債 3,475,908 373,897 201,356 4,051,161
未能分攤之企業負債 9,499,532 

持續經營業務之合併總負債 13,55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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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股息收入
－非上市股份 287 2,243
－上市股份 71 –

來自一間合營企業之利息收入 1,705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2,614 4,916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21,405 12,938
其他收入 19,482 15,118  

55,564 35,215  

(6) 一間附屬公司自願性清盤之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自願清盤，該附屬公司於中
國成立及不活躍，帶來自願性清盤虧損77,000港元及1,779,000港元的匯兌浮動儲備釋放至
累計溢利。

(7) 出售一間合營企業之收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以現金款項 1港元出售一間於中國成立及
從事物業管理的合營企業的全部 40%的權益予合營企業伙伴，帶來出售收益 1,100,000港
元及574,000港元的匯兌浮動儲備釋放至累計溢利。

(8)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762 43,980
－土地增值稅 4,878 69,890  

16,640 113,870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608) 188
－土地增值稅 (6,999) 2,251  

(22,607) 2,439  

(5,967) 116,309
遞延稅項 134,794 110,053  

128,827 226,362  

於香港經營之集團公司於該兩段期間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按其附屬公司適用稅率計算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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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有關出售一間附屬
公司約56.06%權益，現金代價為532,800,000港元。該附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而該附屬公司在中國山東和上海從事生產及銷售水泥，熟料及礦粉，買賣水泥及提供技
術服務。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以普通決議案通過批
准買賣協議，而此交易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四日完成。

來自已終止的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的經營業務的本期間溢利載列如
下。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的比較數字已重列，以重新呈列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
築物料經營業務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
經營業務之溢利 2,880 14,41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60,388 –
出售收益之稅項 (42,571) –  

120,697 14,414  

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經營業務從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
二月四日期間的業績（已包括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 截至二零一三年

二月四日
止期間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80,991 306,669
銷售成本 (72,791) (282,427)
其他收入 3,236 18,061
費用 (6,947) (24,052)  

除稅前溢利 4,489 18,251
稅項 (1,609) (3,837)  

本期間溢利 2,880 14,41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包括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84 10,498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攤銷 83 493
存貨之成本作費用處理 72,791 282,427  

於期內，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經營業務就本集團的淨經營現金流貢獻
41,10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支付40,146,000港元），就投資業務支付4,452,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貢獻111,232,000港元）及就融資業務支付15,85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支付21,762,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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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熟料及建築物料經營業務之淨資產於出售日如下：

千港元

出售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0,07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86,418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 39,102
已竣工物業存貨 4,315
其他存貨 56,295
應收貸款 34,502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394,191
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254,237
其他保本型存款 326,642
用作抵押之銀行存款 8,49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82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159,318)
稅項負債 (90,471)
應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8,877)
免息借款 (90)
附息借款 (102,430)
遞延稅項負債 (39,530)
非控股權益 (636,706) 

出售淨資產 603,662
出售收益 160,388
由附屬公司保留餘下之權益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價值 (231,250) 

出售所得款項淨額，包括 532,800 

－於本期間收取的現金代價 479,520
－於以前年度收取作為訂金的現金代價 53,280 

532,800 

轉撥至累計溢利之匯兌浮動儲備（附註） 52,908 

轉撥至累計溢利之其他儲備 (16,035) 

出售所產生之淨現金流入：
於本期間收取之現金代價 479,520
出售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16,821) 

462,699 

附註：

因被售的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累計於匯兌浮動儲備與被售附屬公司有關
之匯兌差額，於出售時從匯兌浮動儲備轉撥至累計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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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期間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718 14,987
減：資本化於發展中物業金額 (2,321) (1,383)  

13,397 13,604

攤銷：
其他資產－物業權益 569 –
待發展物業 55,923 57,574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 496 914  

折舊和攤銷總額 70,385 72,092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已包含在其他營運費用內） 3,692 2,358
存貨之成本作費用處理 138,306 176,008
淨匯兌（收益）虧損 (172) 3,545
應佔合營企業稅項（已包括在應佔合營企業溢利內） 89,698 40,282  

(11)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189,805 86,501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位 千位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506,769 1,50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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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數據計算如下：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189,805 86,5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19,835) (6,698)  

用以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69,970 79,8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119,83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698,000港元）及上
列每股盈利的數據，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為每股7.96港仙（二零一三年：0.44港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沒有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因為於該兩段期間內並沒有潛在的普通股。

(12)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

出售物業方面的應收款項按照買賣協議的條款規定清償。

除了銷售物業款項及來自物業租賃的租金收入按照有關協議的條款支付，本集團一般給
予客戶三十日至一年的信用限期。

於報告期末，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7,087 283,933
四至六個月 435 57,296
七至十二個月 359 10,671
超過十二個月 2,421 6,127  

10,302 358,02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其他應收賬款包括100,1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6,886,000港元）的按金用作支付從第三方收購供銷售之物業，該交易於報告期末尚未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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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包括在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內）根據發票日期
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77,141 192,648
四至六個月 24,289 68,641
七至十二個月 25,849 4,386
超過十二個月 307,508 304,997  

634,787 570,67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透過出售附屬公司出售待發展物業及發展中物業
已收到按金2,326,21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6,309,000港元），包含於貿
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內。該等交易於報告期末尚未完成。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為439.7
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609.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8%，此乃由於已確認
之物業發展銷售的下降。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70.0百萬
港元（二零一三年：79.8百萬港元）。然而，包括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公司
股東應佔溢利為 189.8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86.5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9%。

本期間溢利增加之理由是出售一上市附屬公司股份的已實現收益81.6百萬港
元及持有餘下股份的未實現收益78.8百萬港元，共160.4百萬港元（稅前）或117.8
百萬（稅後）。

每股盈利（包括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為12.60港仙（二零一三年：5.74港仙），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底，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賬面資產淨值為9.39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9.33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經營範圍包括：在中國開發高檔住宅、別墅、辦公樓及商用物業、
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四日期間，本集團亦於中國從事
生產、銷售及買賣水泥和熟料（詳情請參閱以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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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業績概述：

(1) 本集團繼續出售非核心資產，包括大連天安金馬中心項目。

(2) 本集團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之總應佔已登記銷售（包括來自合營企業的銷
售及發展中物業的預售）為34,400平方米（二零一三年：28,700平方米），增加
20%。已竣工總應佔樓面面積（「樓面面積」）約為197,200平方米（二零一三年：
7,200平方米），增加超過26倍。

截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期末，應佔在建總樓面面積約為1,224,500平方米（二
零一三年：875,600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增加40%，包括深圳天安雲谷（一
期）、上海天安別墅（二期一批）、上海天安豪園（一期二批）、無錫曼哈頓（一
期二批及二期）、常州天安別墅（二期二批）、福州登雲山莊（一期）、長春天
安第一城（四期一批）、廣州天安番禺節能科技園（八期）、佛山天安南海數
碼新城（六期）、佛山天安中心（一期）、東莞天安數碼城（四期）、南京天安數
碼城（二期）、南通天安數碼城（一期二批）、常州天安數碼城（二期一批及三
期）、重慶天安數碼城（二期）、青島天安數碼城（一期一批）、天津天安數碼
城（二期及三期）及天津天安智慧港（一期）。

(3) 租金收入較二零一三年有所上升，隨著加入深圳天安瓏園3號（為深圳天安
高爾夫花園（三期）的第三座及第七座的部份），租金收入的增幅率應會改
善。

(4) 數碼城：本集團於華南之數碼城進展良好。位於深圳、番禺、龍崗、佛山及
東莞之項目表現均符合預期。

就華東及華北之數碼城而言，天津天安數碼城（一期）、無錫天安智慧城（一
期一批）、南京天安數碼城（一期）、南通天安數碼城（一期一批）及江陰天安
數碼城（一期）的建造工程已完成，本集團現正在為項目獲取銷售許可、開
始銷售或招租的過程中。南京天安數碼城（二期）、南通天安數碼城（一期二
批）、常州天安數碼城（二期一批及三期）、重慶天安數碼城（二期）、青島天
安數碼城（一期一批）、天津天安數碼城（二期及三期）及天津天安智慧港（一
期）的建造已經開始，並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或二零一五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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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安位於深圳龍崗華為新城片區的城市更新項目「天安雲谷」，為一個大
規模的數碼城，約為標準面積的四倍。項目第一期樓面面積約531,600平方
米（包括地下室）的全部七棟大廈主體結構的建造工程進展良好，第一期預
計於二零一五年中期完工。第一期預售許可申請正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
進行。本集團亦正進行後續期數的場地清理，雖然此舉意味著透過注資或
貸款令資源開支增加，但預期可減低當本集團開始開發該等期數時的複
雜性。

(6) 天安以532.8百萬港元之代價出售聯合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約56.06%的已發
行股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四日完成，並持有約18.94%的餘下權益。已實
現及未實現的總收益約為 160.4百萬港元，已於二零一四年入賬。

財務回顧

資金流動狀況及融資

本集團一貫致力維持穩健且財政資源平衡分配之流動資金。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儲備約1,939.1百萬港元，為本集團之日常
運作提供足夠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款約4,848.2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754.3百萬港元），包括流動負債2,843.9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676.3百萬港元）及非流動負債 2,004.3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078.0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率（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
為20%（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借款主要為待發展物業及發展中
物業提供所需資金。融資成本增加主要是貸款增加所致。

本集團之未償還借款中約66%將於兩年內到期。由於本集團之大部份投資及營
運乃在中國進行，故大部份銀行借款以人民幣計算及歸還。本集團借款中約
82%為定息借款，餘下者則為浮息借款。

為了保持靈活及充足的現金流以收購具潛質的土地儲備及加快發展項目的工
程建設，本集團擬爭取價格條款合理的合適銀行貸款。管理層會持續監察資產
負債率及在有需要時借入新的外來貸款。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需要就經常性營運活動和現有及潛在投資活動而持有外匯結餘，此表
示本集團會承受合理的匯兌風險；然而，本集團將按需要密切監控所承擔之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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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0.1百萬港元之銀行存款、賬面總值分別約187.7百萬
港元、5,406.5百萬港元及6,900.0百萬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發展物業及投資
物業已作抵押，以便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和其他貸款，並為物業買家取得按
揭貸款。

或有負債

由一間合營企業持有而賬面值為3.0百萬港元的部份待發展物業正被當地機關
進行閒置土地調查。該塊由合營企業持有之土地擁有若干張土地使用證，除了
部份土地作為整個項目餘下發展外，超過一半的土地發展已告完成或正在發
展中。由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持有的另一項賬面值約41.1百萬港元的待發展
物業亦正被當地機關進行閑置土地調查。由該附屬公司持有的該塊土地分階
段進行發展，除了最後的部份正待取得當地機關的規劃許可外，超過一半的土
地發展已告完成。本集團現就上述地塊的發展與當地機關緊密洽商，防止以上
土地發展被分類為閒置土地，包括商討發展方案之可行性。根據法律意見，本
集團已對有關問題作出評估，並認為有關土地被沒收之情況可能不會發生。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買家獲授之按揭貸款及合營企業獲
授或已使用之銀行信貸而向銀行提供約2,008.0百萬港元之擔保。本集團提供之
所有擔保乃應銀行要求，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而作出。本集團被採取法律行動
所引致之可能或有負債金額約為 154.7百萬港元。本集團對此等索償進行評估
並在取得法律意見後，認為現階段對可能產生之責任作出評估實言之尚早，或
無需作出額外撥備。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及合
營企業）聘用1,876（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15）名員工。本集團確保薪
酬制度與市場相若，並按僱員表現發放薪金及花紅獎勵。

業務展望

隨著低落的銷售情緒，中國大部份城市的房地產價格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已向
下調整。部份地方政府已放寬限制購買房屋數量的政策，以支持房地產市場。
儘管如此，貨幣政策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仍然偏緊。簡而言之，短期的市場情
緒似乎令人鼓舞，但依然負面。然而，本集團對中國房地產市場之長遠前景仍
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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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認為保留適當水平之資金，以便充份掌握日後之業務發展機會，乃審慎
之舉，故此不建議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企業管治守則之遵守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列摘要之若干偏離行為外，本
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
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1) 守則條文B.1.2及C.3.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B.1.2及C.3.3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在職
權範圍方面應最低限度包括相關守則條文所載之該等特定職責。

本公司已採納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B.1.2之規定，惟薪酬委員會僅會就執行董事（不包括高級管
理人員）（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向董
事會提出建議。

本公司已採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C.3.3之規定，惟審核委員會 (i)應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
數服務之政策作出建議（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ii)僅具備監察（而非
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管理層已履行其職責建立有效之內部監控系統之有
效能力；及 (iii)可推動（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與外聘核數師之工
作得以協調，及檢閱（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審計功能是否獲得足
夠資源運作。

有關上述偏離行為之理由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董事會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
會應繼續根據本公司已採納之有關職權範圍運作。董事會將最少每年檢
討該等職權範圍一次，並在其認為需要時作出適當更改。



– 19 –

(2) 守則條文E.1.2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邀
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如適用）之主
席出席。若有關委員會主席未能出席，董事會主席應邀請另一名委員（或
如該名委員未能出席，則其適當委任之代表）出席。該等人士須在股東週
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董事會主席李成輝先生由於另有公務，因此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惟當天本公司執行董事勞景祐先
生擔任該大會之主席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提名委員會之主席、審核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委員）皆有出席該大會就任何提問作出回應，以確
保與本公司股東保持有效之溝通。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
控及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概括之審閱。而審核委員會乃倚賴本集團外聘核
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
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以及管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
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勞景祐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宋增彬先生（副主席）、李成偉先生（董事總經理）、馬申先生
（副總裁）、勞景祐先生及杜燦生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主席）、鄭慕智博士及李樹賢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金惠志先生、魏華生先生及楊麗琛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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