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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7,346 10,008

銷售成本 (5,882) (4,455)

毛利 21,464 5,55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53 4,29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49) —

行政開支 (20,443) (11,094)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1,138 —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129,704 245,590

經營業務溢利 5 131,567 244,340

融資成本 6 (9,176) (7,041)

股份交換交易收益 7 2,276,314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64,677 183,208

除稅前溢利 2,563,382 420,507

稅項 8 (23,062) (40,522)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2,540,320 379,985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1.57港元 0.23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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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2,540,320 379,98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62,121 (17,41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投資重估儲備 54,634 —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波動儲備 55,392 14,41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資產重估儲備 3,786 —

於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撥回應佔匯兌波動儲備 (542,299) —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視作已出售及重新購入而

撥回有關之投資重估儲備及匯兌波動儲備到收益表 (110,547) —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476,913) (3,001)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063,407 37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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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 316
投資物業 1,177,400 1,046,600
聯營公司之權益 7 5,376,813 3,347,221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 243,709

非流動資產總值 6,554,424 4,637,84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已付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85,522 6,262
可收回稅項 139 68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9,135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6,780 317,449

流動資產總值 481,576 324,39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2 47,306 66,537
附息銀行貸款 32,000 16,000

流動負債總值 79,306 82,537

流動資產淨值 402,270 241,8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956,694 4,879,702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360,745) (376,745)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應付利息 (83,903) (78,188)
遞延稅項負債 (109,103) (86,041)
已收長期租賃按金 (13,613) (12,910)

非流動負債總值 (762,364) (748,884)

6,194,330 4,130,818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174 16,174
股份溢價賬 1,908,840 1,908,840
資產重估儲備 55,494 62,624
購股權儲備 105 682
投資重估儲備 54,634 41,458
資本儲備 — 146,670
匯兌波動儲備 15,969 509,844
保留盈利 4,143,114 1,444,526

6,194,330 4,1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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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份 資產 購股權 投資重估 匯兌

股本 溢價賬 重估儲備 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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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經審核） 16,174 1,908,840 62,624 682 41,458 146,670 509,844 1,444,526 4,130,818

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3,786 — 13,176 — (493,875) 2,540,320 2,063,40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 105 — — — — 105

於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轉撥

　儲備至保留盈利 — — (10,916) (682) — 2,511 — 9,087 —

於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被

　視為已出售或再收購時

　轉撥儲備至保留盈利 — — — — — (149,181) — 149,181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6,174 1,908,840 55,494 105 54,634 — 15,969 4,143,114 6,194,330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

　（經審核） 16,174 1,908,840 74,619 1,438 9,498 148,694 479,633 996,951 3,635,847

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17,412) — 14,411 379,985 376,98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 (476) — (2,024) — 524 (1,976)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6,174 1,908,840 74,619 962 (7,914) 146,670 494,044 1,377,460 4,01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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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3,886 12,290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9,406 (32,782)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961) 64,0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69,331 43,60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7,449 75,65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6,780 119,26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8,678 16,264

收購時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378,102 103,000

386,780 119,264



7 麗新製衣 2010-2011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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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審閱。本公司核數師發出致董事會之中期財務資料
之審閱報告已載於第15頁。此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本集團已採納適用於本集團及於本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註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

之已呈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未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中並無採用以下適用於本集團之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披露－財務
工具之轉讓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主要處理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以公
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計量。根據有關修訂，就計量以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

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而言，投資物業之賬面值乃假設可透過出售收回，惟有關假設在若干情況下被駁回則除

外。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可能會對就以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確認之遞延稅項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正評估應用該等修訂之影響。

就其他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言，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之影響。本集團目

前未能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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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重大影響作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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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類之收益及溢利：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綜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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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 — 27,346 10,008 27,346 10,008

分類業績 — — 20,815 5,553 20,815 5,553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353 4,291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 — 129,704 245,590 129,704 245,590
未分配開支淨額 (19,305) (11,094)

經營業務溢利 131,567 244,340
融資成本 (9,176) (7,041)
股份交換交易收益 2,276,314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 1,104 — 1,104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 未分配 163,573 183,208

除稅前溢利 2,563,382 420,507
稅項 (23,062) (40,522)

期間溢利 2,540,320 379,985

下表呈列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類之資產總值：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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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 — 1,179,430 1,047,439 1,179,430 1,047,439
聯營公司之權益 — — 18,224 17,068 18,224 17,068
聯營公司之權益

— 未分配 5,358,589 3,330,153
未分配資產 479,757 567,579

資產總值 7,036,000 4,96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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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97 4
其他利息收入 171 4,287
其他 85 —

353 4,291

5.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33 26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公平值

　增值* (1,139) —

* 此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賬面之「其他經營收入淨額」內。

6.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3,175 1,44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貸款及應付票據 5,715 5,715

利息開支總額 8,890 7,157

銀行融資費用 286 481

9,176 7,638

減：發展中物業資本化數額 — (597)

9,176 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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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聯營公司之權益／股份交換交易收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訂立有條件股份交換協議，據此︰

(a) 本公司同意轉讓或促使轉讓，而豐德麗同意接納轉讓本公司於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股本中

3,265,688,037股股份之直接及間接權益（「麗豐交易」），相當於麗豐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40.58%及本
公司於麗豐之全部股權，代價將以(i)向本公司轉讓豐德麗於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之全部股
權支付；及(ii)豐德麗向本公司支付現金代價約178,400,000港元（其中100,000,000港元將於股份交換
交易（定義見下文）完成時支付，而約78,400,000港元將不計利息於完成日期後六個月支付）；及

(b) 豐德麗同意促使轉讓，而本公司同意接納轉讓豐德麗於麗新發展股本中5,200,000,000股股份之間接權
益（「麗新發展交易」，連同麗豐交易統稱為「股份交換交易」），相當於麗新發展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36.72%及豐德麗於麗新發展之全部股權，代價將以轉讓本公司於麗豐之全部股權予豐德麗減本公司應
收豐德麗現金代價約178,400,000港元支付。

就麗豐交易及麗新發展交易而言，豐德麗被視為本公司董事之聯繫人，因而根據上市規則成為本公司之關連

人士。根據上市規則，麗豐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而麗新發展交易則構成本公司

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有關股份交換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與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

月二十六日之聯合公佈及本公司與豐德麗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之通函內。批准股份交換協議之決議

案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於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及豐德麗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股份交換協議

之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而股份交換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完成（「完成」）。

於完成後，麗豐不再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於完成前，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11.25%
之股權，並入賬列作可供出售投資。於完成後，麗新發展成為本集團擁有47.97%權益之聯營公司。於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確認之股份交換交易之收益如下：

附註 千港元

麗豐交易

出售麗豐40.58%權益之收益 (i) 1,271,659

麗新發展交易

麗新發展11.25%權益視作已出售及
重新購入而撥回有關之儲備 (ii) 110,547

收購麗新發展47.97%權益之折讓 (iii) 894,108

股份交換交易收益 2,27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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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聯營公司之權益／股份交換交易收益（續）

附註：

(i) 經計及本集團就出售麗豐40.58%權益應收代價約4,114,000,000 港元（為麗豐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可識別資產淨值之公平值40.58%）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應佔麗豐資產淨值約
3,384,000,000港元，本集團於綜合收益表確認出售收益（包括撥回直至出售日期本集團應佔麗豐匯兌
波動儲備約542,000,000 港元）約1,272,000,000 港元。

(ii)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11.25%權益之賬面值約為306,000,000 港元（根據麗
新發展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收市價計算），而確認於投資重估儲備之公平值增值及本集團

所保留之匯兌波動儲備分別約為104,000,000 港元及7,000,000 港元。

根據現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麗新發展11.25%權益視作已出售及根據麗新發展股份之市價按其於
完成日期之賬面值重新購入。因此，該麗新發展11.25%權益之賬面值成為分階段收購麗新發展（作為
聯營公司）47.97%權益之部份成本。上述儲備共111,000,000 港元已循環再用及撥至本集團之綜合收
益表作為收益。

(iii) 經計及本集團就收購而給予之代價公平值約3,936,000,000 港元（為麗豐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可識
別資產淨值之公平值40.58%減現金代價約178,400,000 港元）及如上文所述，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應佔麗新發展11.25%權益之賬面值約306,000,000 港元，麗新發展股份（作為聯營公司）之分
階段總收購成本約為4,242,000,000 港元。本集團應佔麗新發展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可識別資產
淨值之公平值47.97%約5,136,000,000 港元超逾總收購成本約4,242,000,000 港元之款額，視為收購
折讓約894,000,000 港元，並於本集團之綜合收益表確認為收益。

8.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
之稅率計算而作出撥備。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23,062 40,522

本期間稅項支出 23,062 4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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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2,540,32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379,985,000 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17,423,423 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1,617,423,423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可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兩個期間之每

股攤薄盈利。

10.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與有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及應付麗新發展之租金開支及樓宇管理費 (i) 283 283
本公司已故前任董事林百欣先生授出

　之應付票據及其他貸款之利息開支 (ii) 5,715 5,715
已收及應收本集團前聯營公司麗豐之利息收入 (iii) — 4,209
已付及應付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

　提供一項物業作為建築融資之抵押之代價 (iv) — 1,420

附註：

(i) 租金開支及樓宇管理費乃根據相關租約所列條款支付。

(ii) 利息開支按一間香港指定銀行就應付票據及其他貸款所報之最優惠貸款利率支付。

(iii) 利息收入按一間香港指定銀行就應收麗豐承兌票據所報之當時港元最優惠利率收取。承兌票據

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悉數付還。

(iv) 作為對鱷魚恤提供物業為本集團與鱷魚恤一個共同發展項目之建築融資抵押之代價，本集團同

意自發展物業交吉日期至發出實際竣工證書日期期間每季向鱷魚恤支付2,130,000 港元。項目
建築師已發出證書證明建築工程實際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完成。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涵

義，本公司董事林建名博士擁有鱷魚恤約50.89%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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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3,199 3,283
離職後福利 12 12

3,211 3,295

11. 應收賬款、已付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主要收入產生自租金收入。租賃物業之應收租戶租金及相關收費，

一般須預先繳付並須根據租約條款預付租務按金。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未到期或逾期少於90日 1,563 636
逾期91日至180日 289 83
逾期181日至365日 46 22

1,898 741
已付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附註） 83,624 5,521

85,522 6,262

附註： 計入已付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為將就本公司與豐德麗進行之股份交換交易而向豐德麗收取之現金代價

78,353,000港元（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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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逾期少於90日之應付賬款 22,465 32,579
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24,841 33,958

47,306 66,537

13.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向麗豐之全資附屬公司Goldthorpe Limited（「Goldthorpe」）出
售其於本集團當時之全資附屬公司Assetop Asia Limited（「Assetop」）之全部權益。Assetop 所持之主要資產為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海市之發展中物業。Assetop 若干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已透過吸納進行合併，
而合併須待相關中國政府機關批准後，方告完成。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上述Assetop 中國
附屬公司合併已圓滿完成。本公司已同意就麗豐及Goldthorpe 因未能以動遷成本約人民幣124,000,000 元（「動
遷成本」，乃於過往年度為遷徙物業原居民及拆卸當時建於發展中物業上之大廈建築而產生及支付）扣稅而蒙

受之一切損失，向麗豐及Goldthorpe 作出彌償保證（金額多達102,000,000 港元，乃按當時稅務規例估計）。
動遷成本已妥善用於有關項目並妥當計入Assetop 中國附屬公司之賬目。本公司根據此彌償保證所承擔之責任
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即Assetop 出售完成後六年）終止。根據現行規則及規定，本公司董事認為該動
遷成本可扣稅，故預期不會由於上述彌償保證而承擔重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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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吾等已審閱載於第2頁至第14頁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之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

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說明。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中期財務資料報告之編製必須符合上市規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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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相關規定。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吾等對本中期財務

資料之審閱作出結論。吾等按照雙方所協定之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

目的。吾等不會就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工作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及會計事項之人員詢問，並應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

序。由於審閱之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未能保證吾等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

能會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工作，吾等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使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按照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金融街八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十八樓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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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上年度同期並無宣派中

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重組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與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完成一項集團重組（「集團重組」）。

根據集團重組，本公司轉讓其於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之全部股份權益（佔麗豐之已發行股本約

40.58%）予豐德麗，而豐德麗轉讓其於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之全部股份權益（佔麗新發展之已

發行股本約36.72%）予本公司。為將所交換之麗豐股份及麗新發展股份之協定價值之差額入賬，豐德麗

進一步同意額外支付本公司現金約178,400,000港元，其中100,000,000港元於集團重組完成時支付，而

餘下約78,400,000港元將不計利息於集團重組完成後六個月支付。

緊隨集團重組完成後，涉及本公司、麗新發展、豐德麗及麗豐之集團架構更改如下：

本公司

麗新發展

豐德麗

麗豐

47.97%

36.08%

40.58%

因應集團重組，麗新發展與豐德麗自二零零四年以來一直存在之互控股權架構經已解除。此外，麗新發

展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而本公司於麗豐之股份權益則透過豐德麗間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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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集團重組（續）

集團重組涉及簡化本公司、麗新發展、豐德麗及麗豐之集團擁有權架構，並消除麗新發展與豐德麗互控

股權會計處理之循環作用。更重要的是，本公司之董事相信簡化股權架構可讓股東及市場對上述各公司

之核心業務更加清晰。

中期業績概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7,34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008,000

港元）及毛利21,46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553,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分別增加約173.2%及286.5%。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毛利主要來自持作投資之工業物業以及於二零零九年年底開展之鱷魚恤中心零售部份

之租金及相關收入。營業額及毛利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鱷魚恤中心零售部份所產生之租金收入所致。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129,7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5,590,000港元）入賬，

並錄得經營業務溢利131,56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4,34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為164,677,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183,208,000港元）。於集團重組前，本集團持有麗豐40.58%股份權益及麗新發展11.25%股份權益。

於集團重組後，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47.97%股份權益，而本集團於麗豐之股份權益則透過豐德麗持有，

其中麗新發展持有36.08%之股份權益。由於集團重組，麗豐不再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而麗新發展則據

此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因此，於回顧期間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主要乃應佔(i)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為集團重組完成日期）止期間麗豐之溢利及(ii)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麗新發展之溢利。麗豐貢獻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約11,300,000港元，而麗新發展則貢獻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一

月三十一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約152,300,000港元。

期內，融資成本為9,17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041,000港元）。此外，由於完成集團重組，本集團將

一次性收益2,276,314,000港元入賬。由於上述理由，本集團錄得回顧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

綜合溢利2,540,32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79,985,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6,194,33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之4,130,818,000

港元增加50%。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3.83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則為2.5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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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

鱷魚恤中心之零售部份

與鱷魚恤有限公司合作位於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79號之辦公室及商業發展項目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完成。

自完成以來，本集團已保留該發展項目總建築面積約100,000平方呎之零售部份。本集團已租出大部份零

售部份，租戶主要為餐廳經營者及著名零售品牌。大部份租戶已於二零零九年年底開業。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零售部份已租出93%。

麗豐

於集團重組前，本集團持有麗豐40.58%股份權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集團重組完成後，本集團於

麗豐之股份權益現透過豐德麗持有，其中麗新發展持有36.08%之股份權益。因此，麗豐不再為本公司之

聯營公司。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麗豐貢獻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約11,300,000港元。

麗新發展

於集團重組前，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11.25%股份權益。於集團重組完成後，本集團持有麗新發展之股份

權益增加至47.97%，而麗新發展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自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為緊接集團重組完成

日期後之日期）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麗新發展貢獻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約152,300,000

港元。期內，麗新發展之業績主要來自(i)投資物業組合之穩定租金收入；(ii)確認出售翠峰28之住宅單位

收入及溢利；及(iii)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前景

集團重組標誌本集團發展之一個新階段。透過垂直股權架構，本集團（除持有投資物業外）現時成為一間

投資控股旗艦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麗新發展、豐德麗及麗豐之主要股份權益。新架構使本集團可策略

性地投資於麗新發展及麗豐各自之物業組合以及豐德麗之媒體及娛樂業務。

鱷魚恤中心零售部份

本集團預期於本財政年度將鱷魚恤中心之零售部份全部租出。受惠於香港之良好零售環境，是項物業將

可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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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續）

麗新發展

物業發展

自二零一零年初以來，經濟持續增長、低息率、流動資金充裕及市場住宅單位供應短缺，均利好香港之

住宅物業。香港政府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就通脹及樓市泡沫發展之風險持續上升而作

出預防措施，推出一連串之緊縮措施，包括就短期物業交易徵收特別印花稅及規定按揭貸款人降低按揭

貸款之貸款成數，以抑制物業投機。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一年年初，市場出現短期整固，成交

量急挫。自二零一一年年初開始，市場逐漸穩定，住宅物業之成交量回升，樓價亦輕微上升。有關復甦

鞏固了市場之信心及重燃一手住宅市場之銷情。低息環境及市區住宅單位供應緊絀預期可維持香港住宅

市場穩定發展。

麗新發展目前於香港持有多個發展中住宅項目。於二零一零年，麗新發展已把握香港住宅物業市場之強

勁增長，為其分別擁有50%之萃㶴及100%之翠峰28項目取得理想之銷售表現。於二零一一年，麗新發展

計劃出售萃㶴及翠峰28之餘下單位，並開始為九龍油塘之發展項目之預售進行籌備工作。

投資物業

香港黃金地段之辦公室及商業物業之租金自二零零九年中重上軌道。香港之良好營商環境令辦公室物業

需求更大，推動租金上揚。本地消費開支改善以及內地遊客零售消費強勁，為零售市場增長提供更大動

力。香港之強勁零售表現令零售物業租務需求更加懇切。於二零一一年，麗新發展將致力維持其投資物

業之高出租率及租金現金流量。

新投資

麗新發展之資產負債穩健，並因適時出售其萃㶴及翠峰28之住宅單位而帶來良好之現金流量，目前麗新

發展正積極評估香港及海外之新物業之投資及發展機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麗新發展公佈收購英國倫敦Queen Street 36號一幢辦公大樓，總樓面面積為41,680

平方呎，代價為16,880,000英鎊（相等於約213,532,000港元）。是項收購為麗新發展提供擁有倫敦中部金

融區中心優質投資物業之機會，帶來吸引之租金回報率及穩定之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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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有多個不同資金來源，包括本集團業務營運所得之內部資金，以及由銀行及其他人士提供之貸款

融資。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借貸總額（包括有抵押銀行貸款361,000,000港元和應付已故林百欣先生

（「林先生」）之票據195,000,000港元及貸款32,000,000港元）合共達588,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上述應付已故林先生之票據及貸款而未償還之應計利息為84,000,000港元。本集團

之全部借貸均為浮息債項。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抵押銀行貸款361,000,000港元之到期情況分三年償還，當中32,000,000

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32,000,000港元須於第二年償還及297,000,000港元須於第三年償還。應付已故

林先生之票據195,000,000港元及貸款32,000,000港元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

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獲已故林先生之遺產執行人確認，有關應付票據及貸款無須於報告期末後一

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1,170,000,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及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已抵押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387,000,000港元及未動用銀行融資60,000,000

港元，本集團認為其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資產淨值為6,194,000,000港元。於當日之負債對權益比率（即

借貸總額與綜合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約為9%。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與交易主要以港元列值。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匯率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僱員總數約為20名。僱員之薪金水平維持於具競爭水平，並會因應

員工表現而調整薪酬或發放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為所有合資格僱員而設之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在外進修及培訓資助計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或然負債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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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或可能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

者給予鼓勵及獎勵，及／或使本集團可招攬及挽留能幹僱員及吸引對本集團而言屬重要之人力資源。該

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董事）、本集團之僱員、代理人或顧問以及本集

團任何成員之股東之僱員或由本集團任何成員所發行之證券之持有者。該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獲採納（「採納日期」）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生效。除另行終止或修訂外，該購股

權計劃將於後者之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

自採納日期以來，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任之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於當日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以下權益或淡

倉而須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之該等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登記

於本公司所備存之登記冊（「登記冊」）中；或(c)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董事及指定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規定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1) 本公司

於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總權益

佔總已發行

股份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權益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130,544,319 無 484,991,750 無 實益擁有人 615,536,069 38.06%

（附註）

林建名 5,008,263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5,008,263 0.31%

余寶珠 4,127,625 無 484,991,750 無 實益擁有人 489,119,375 30.24%

（附註）

林孝賢 60,623,968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60,623,968 3.75%

趙維 199,600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199,600 0.01%

附註：

由於林建岳先生及余寶珠女士分別擁有善晴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0%權益，而善晴有限公司直接擁有
484,991,750股本公司股份，故林建岳先生及余寶珠女士均被視為擁有484,991,750股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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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權益（續）

(2) 相聯法團

(i)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於麗新發展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總權益

佔總已發行

股份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權益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10,099,585 無 6,792,869,192 無 實益擁有人／ 6,802,968,777 48.04%
（附註） 受控制公司

擁有人

余寶珠 633,400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633,400 0.004%

趙維 195,500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195,500 0.001%

附註：

本公司及其若干全資附屬公司合共實益擁有6,792,869,192股麗新發展股份，佔麗新發展已發行股本約47.97%。
因此，林建岳先生由於其本人及被視作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合共38.06%之權益，故被視為於該等相同
之6,792,869,192股麗新發展股份中擁有權益。

(ii)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麗新發展之聯營公司

於豐德麗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總權益

佔總已發行

股份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權益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2,794,443 無 447,604,186 無 實益擁有人／ 450,398,629 36.30%
（附註 1） （附註 2） 受控制公司

擁有人

林孝賢 2,794,443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2,794,443 0.23%
（附註 2）

梁綽然 無 無 無 1,267,810 實益擁有人 1,267,810 0.10%
（附註 2）

附註：

(1) 本公司擁有麗新發展之6,792,869,192股股份之權益，佔麗新發展已發行股本約47.97%，而麗新發展
則擁有豐德麗之447,604,186股股份之權益，佔豐德麗已發行股本約36.08%。因此，林建岳先生由於
其本人及被視作分別於本公司及麗新發展已發行股本中擁有合共約38.06%及48.04%之權益，故被視
為於該等相同之447,604,186股豐德麗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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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權益（續）

(2) 相聯法團（續）

(ii) 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麗新發展之聯營公司（續）

(2) 授予林建岳先生及林孝賢先生分別包含合共1,889,507股豐德麗相關股份而每股股份行使價為4.68港元
之購股權及授予梁綽然小姐包含合共1,267,810股豐德麗相關股份而每股股份行使價為6.18港元之購股
權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失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包括於購股權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行使期限

董事姓名 （日／月／年） 之股份數目 （日／月／年） 每股認購價

梁綽然 20/02/2008 1,267,810 01/01/2011至 6.52港元
31/12/2011

1,267,810

(iii)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豐德麗之聯營公司

於麗豐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總權益

佔總已發行

股份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權益 概約百分比

林建岳 無 無 3,265,688,037 無 受控制公司 3,265,688,037 40.58%

（附註1） 擁有人

附註：

(1) 豐德麗擁有麗豐之3,265,688,037股股份之權益，佔麗豐已發行股本約40.58%。因此，林建岳先生由
於其本人及被視作於豐德麗之股權擁有約36.30%之權益，故被視為於該等相同之3,265,688,037股麗
豐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授予本公司董事譚建文先生包含合共10,000,000股麗豐相關股份而每股股份行使價為0.75港元之購股
權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失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

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好倉及淡倉之權益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記錄

於前文所提及之登記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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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悉或以其他方式獲知會，於以下登

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中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5%或以上之

權益或有權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投票權」）之法團或人士（包括若

干本公司董事）（即上市規則主要股東之涵義）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已發行

股份之概約

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林建岳 實益擁有人 個人及公司 615,536,069 38.06%

（附註1） （附註2）

余寶珠 實益擁有人 個人及公司 489,119,375 30.24%

（附註1） （附註2）

善晴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公司 484,991,750 29.99%

（附註2）

余卓兒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28,000,000 14.10%

（附註3）

余少玉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28,000,000 14.10%

（附註3）

徐楓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80,992,000 5.00%

（附註4）

湯子同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80,992,000 5.00%

（附註5）

湯子嘉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80,992,000 5.00%

（附註6）

湯臣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80,992,000 5.00%

附註：

(1) 本公司董事林建岳先生及余寶珠女士亦為善晴有限公司之董事。

(2) 由於林建岳先生及余寶珠女士分別擁有善晴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0%權益，而善晴有限公司直接擁有
484,991,750股本公司股份，故林建岳先生及余寶珠女士均被視為擁有484,991,75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3) 余卓兒先生及余少玉女士共同持有同一批228,000,000股股份，故兩人均被視為對所有共同持有之本公司股份
擁有權益。

(4) 由於徐楓女士於湯臣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實益股權，故被視為擁有80,992,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5) 由於湯子同先生於湯臣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實益股權，故被視為擁有80,992,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6) 由於湯子嘉先生於湯臣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實益股權，故被視為擁有80,992,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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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備存之登記冊，有任何其他法團或人士在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投票權或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4.1條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各現有非執行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卸任條文，規

定在任董事須自其上次獲選起計，每三年輪換卸任一次，而卸任董事符合資格可應選連任。此外，任何

獲董事會委任以填補空缺或出任新增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之人士，將須在該委任隨後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上卸任，惟符合資格可應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規定足以達致有關守則條文之相關目標，

故無意就此方面採取任何矯正措施。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條款之標準，作為

董事及指定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證券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已以書

面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證券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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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更新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本公司董事之資料已更新如下：

(1) 林秉軍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現時收取每年董事袍金

96,000港元。

(2)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賢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不再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彼

於同日獲委任為鱷魚恤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3) 由於年度調整，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林建岳先生之月薪已由40,000港元增加至41,600港元，自二零

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中期報告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賢、林秉軍及周炳朝諸位先生，以及一名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溫宜華先生所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外，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對上述中期業績進行審閱，其

審閱報告載於本中期報告第15頁。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建名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