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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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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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91）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麗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
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0,008  7,442  
 
銷售成本  (4,455)  (857) 

毛利  5,553  6,5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291  4,432  
行政開支  (11,094)  (12,172 ) 
其他經營開支  -  (201 )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減值）  245,590  (12,402 ) 

經營業務溢利／（虧損） 5 244,340  (13,758) 
 
融資成本 6 (7,041)  (5,932)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及虧損  183,208  25,778 

除稅前溢利  420,507  6,088 
 
稅項 7 (40,522)  1,73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利  379,985  7,827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利 8 
 

基本  23.49 港仙  0.48 港仙 

攤薄  不適用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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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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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85  7,82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7,412)  15,829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匯兌波動儲備  14,411  (18,637 )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資產重估儲備  -  (13,036 )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對沖儲備  -  (2,321 )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3,001)  (18,165 )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 
（開支）總額  376,984  (10,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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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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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667 
投資物業  969,100  194,800 
發展中物業  -  454,061 
聯營公司之權益  3,335,959  3,147,767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193,110  210,522 
    
非流動資產總值  4,498,686  4,007,817 
    
流動資產 
應收承兌票據  167,000  167,000 
應收賬款、已付按金及其他應收賬款 9 6,837  5,154 
可收回稅項  687  -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19,264  75,657 
    
流動資產總值  293,788  247,811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已收按金及應計費用 10 97,629  47,824 
應付稅項  -  204 
附息銀行貸款 11 313,000  247,000 
    
流動負債總值  410,629  295,028 
    
流動負債淨值  (116,841)  (47,217)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4,381,845  3,960,600 
    
非流動負債 
附息其他貸款  (31,745)  (31,745)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應付利息  (72,566)  (66,851) 
遞延稅項負債  (71,679)  (31,157) 
    
非流動負債總值  (370,990)  (324,753) 
    
  4,010,855  3,63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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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19  74,619 
購股權儲備  962  1,438 
對沖儲備  -  - 
投資重估儲備  (7,914)  9,498 
資本儲備  146,670  148,694 
匯兌波動儲備  494,044  479,633 
保留盈利  1,377,460  996,951 
    
  4,010,855  3,63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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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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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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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列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惟本集團已應用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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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已首次為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以下適用於本集團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聯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財務工具：披露 — 財務工具之披露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 詮釋第 15 號 
 

採納以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已呈報業績或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惟下述香港會計準則

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列」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類」導致財務報表之呈列方式及披露事項出現

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入多項專業用語變動（包括修訂財務報表之標題），以及財務報表格式及內容變動。

該經修訂準則要求將所有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身份）進行交易所產生之權益變動與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即全面收

益）分開呈列。所有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須於(i)一份全面收益表或(ii)兩份報表（一份獨立收益表顯示確認為損益之收

支項目，另一份報表以收益表所示溢利或虧損淨額開始，並顯示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份）。本集團已選擇呈列兩份報表。

相應數字經已重列，以符合新呈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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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類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類呈報」，訂明企業應如何根據主要經營決策人所得用作分配分

類資源及評估分類表現之有關企業組成部份資料，呈報其經營分類相關資料。採納該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狀況或

經營業績構成影響，惟導致中期財務報表之呈列方式及披露事項出現若干變動，包括分類損益計量基準出現變動及按

可呈報分類作出資產總值之新披露。 
 

3. 分類資料 
 
下表呈列本集團可呈報分類之收益及溢利／（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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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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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  7,442  10,008  7,442 

         
分類業績   (52)  5,553  6,384  5,553  6,332 

         
利息收入及未分配 

其他收入及收益         4,291  4,432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減值）     245,590  (12,402)  245,590  (12,402) 
未分配開支         (11,094)  (12,120) 

         
經營業務溢利／（虧損）         244,340  (13,758) 
融資成本         (7,041)  (5,932) 
應佔聯營公司溢利及虧損         183,208  25,778 

         
除稅前溢利         420,507  6,088 
稅項         (40,522)  1,739 

         
期間溢利         379,985  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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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列本集團可呈報分類之資產總值︰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綜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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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324  970,204  195,067  970,204  649,391 
聯營公司之權益         3,335,959  3,147,767 
未分配資產         486,311  458,470 

         
資產總值         4,792,474  4,255,628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行存款之利息收入 4  35 
其他利息收入 4,287  4,397 

   
 4,291  4,432 

   
 
5. 經營業務溢利／（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溢利／（虧損）已扣除：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63  517 
呆賬撥備* -  201 

   
* 此項目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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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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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  1,414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其他貸款及應付票據  5,715  5,858 

   
利息開支總額 7,157  7,272 
 
銀行融資費用 481  391 
   
   7,638  7,663 
 
減：發展中物業資本化數額 (597)  (1,731) 
   
   7,041  5,9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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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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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307 
遞延稅項 40,522  (2,046) 

   
本期間稅項支出／（抵免） 40,522  (1,7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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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985,000港元（截至二零零九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

月：7,827,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1,617,423,423（截至二零零九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1,617,423,423）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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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利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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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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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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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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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少於 90 日 159  237 
逾期 91 日至 180 日 -  27 
逾期 181 日至 365 日 -  3 

   
 159  267 
已付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6,678  4,887 

   
 6,837  5,154 

   
 
10. 應付賬款、已收按金及應計費用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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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少於 90 日之應付賬款 36,514  18,457 
已收按金及應計費用 61,115  29,367   

   
 97,629  4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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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息銀行貸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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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行貸款，有抵押 313,000  247,000 

   
 

有抵押銀行貸款中包括根據鱷魚恤有限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鱷魚恤附屬公司」）與一間香港銀行於二零零七年二

月八日就一項為數 361,000,000 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貸款融資」）訂立之協議而借貸之為數 298,000,000 港元銀行貸

款（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232,000,000 港元）。貸款融資乃為位於香港九龍觀塘開源道 79 號之物業（「該物業」）

之預計建築成本提供全部資金，並以（其中包括）該物業之建築按揭為抵押。根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裕迅投資有

限公司（「裕迅」）與該銀行於二零零七年二月八日訂立之承諾（「該承諾」），裕迅已向該銀行承諾，將作為主要債務人

支付貸款融資之每筆到期及應付款項。此外，本公司已與該銀行於二零零七年二月八日訂立一份擔保，據此，本公司

已向該銀行擔保，鱷魚恤附屬公司及裕迅會到期及即時支付鱷魚恤附屬公司及裕迅在貸款融資下應付之金額。銀行貸

款按當時市場利率計息，且於裕迅之全部權益已抵押作為銀行貸款之擔保。 
 
根據貸款融資之條款，貸款融資之未償還貸款本金應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全額償還。本集團已收到同一銀行以一新物

業定期貸款融資（「新定期貸款融資」）為貸款融資提供再融資之條款清單並已接納該條款清單。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該銀行同意延長貸款融資之還款日期至二零一零年三月，以提供足夠時間落實新定期貸款融資之相關貸款融資文件。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新定期貸款融資之文件已落實，貸款融資亦已由新定期貸款融資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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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根據公司條例第79B條之條文可供分發之儲備。董事不建議

派發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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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概覽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營業額 10,00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7,442,000 港

元）及毛利 5,553,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6,585,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分別增加約 34.5%及減少約 15.7%。
毛利減少乃主要由於為新開幕之鱷魚恤中心零售商場得到新租戶而支付較高之代理佣金開支。本集團之

營業額及毛利主要來自持作投資之工業物業及新開幕鱷魚恤中心零售商場之租金及相關收入。 
 
期內，本集團錄得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245,590,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減值 12,402,000 港元）入賬。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大幅增加，乃由於本集團之鱷魚恤中心零售商場完成所致。主要由於投資物業公平

值大幅增加，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錄得經營業務溢利 244,340,000 港元，而去

年同期則為經營業務虧損 13,758,000 港元。 
 
應佔聯營公司之溢利為 183,20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25,778,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增加 610.7%。應

佔聯營公司之溢利之有關變動，乃主要由於應佔麗豐控股有限公司（「麗豐」）之溢利大幅增加，以及麗

豐持有之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撥回在本集團層面之本集團簡明綜合收益表中作出所致。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利 379,985,000 港元（二零

零九年︰7,827,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增加約 4,754.8%。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

4,010,855,000 港元，較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之 3,635,847,000 港元增加 10.3%。於二零一零年一月

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2.48 港元，而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三十一日則為 2.25 港元。 
 
業務回顧 
 
九龍觀塘開源道 79 號鱷魚恤中心 
 
此與鱷魚恤有限公司合作之辦公室及商業發展項目已於二零零九年九月完成。完成後，本集團保留該發

展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100,000 平方呎之零售部份。自完成起，本集團已租出大部份零售樓層，租戶主要

為餐廳經營者。大部份租戶已於二零零九年年底開業。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零售部份已租出

88%。 
 
麗豐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麗豐 40.58%實際權益。麗豐主要從事中國物業發展及投資業

務。麗豐目前於上海、廣州及中山擁有物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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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麗豐錄得營業額 877,341,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148,092,000
港元）及毛利 639,112,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109,488,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分別增加約 492.4%及

483.7%。 
 
其總營業額中，租金收入總額由 120,147,000 港元減少 34.8%至 78,291,000 港元，這主要由於上海香港廣

場商場及酒店式服務公寓部份關閉及進行翻新工程所致。由於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銷

售上海凱欣豪園第二期之住宅單位所帶來之進一步貢獻，其來自物業銷售之營業額由 27,945,000 港元大

幅增加至 799,050,000 港元。麗豐之毛利率維持穩定於 72.8%，去年同期則為 73.9%。 
 
期內，麗豐錄得經營業務溢利 815,233,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203,389,000 港元）及股權持有人應佔溢

利 356,67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140,716,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分別增加約 300.8%及 153.5%。 
 
麗新發展有限公司（「麗新發展」）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麗新發展 11.18%實際權益。麗新發展主要從事發展及投資香港

物業，以及於區內經營酒店與餐廳。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麗新發展錄得營業額 341,933,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

326,726,000 港元）及毛利 230,628,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231,263,000 港元），較去年同期分別增加約

4.7%及微趺約 0.3%。 
 
期內，由於自二零零八年第四季全球金融危機出現以來宏觀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故麗新發展將投資物業

公平值增值 782,772,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減值 356,448,000 港元）入賬。於本年度，麗新發展錄得額

外稅項賠償保證撥備約 34,352,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撥備撥回 72,668,000 港元）。主要由於上述特殊

項目，麗新發展於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錄得經營業務溢利 824,652,000 港元，而去

年同期經營業務虧損則為 216,592,000 港元。 
 
麗新發展目前持有豐德麗控股有限公司（「豐德麗」）之 36.08%權益，而豐德麗則持有麗新發展之 36.72%
權益。麗新發展亦持有華力達有限公司之 50%權益，該公司為麗新發展與中國建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之

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為香港干諾道中 3 號重建項目而成立之合資公司。 
 
期內，麗新發展應佔聯營公司之溢利為671,533,000港元，而去年同期則為應佔聯營公司之虧損95,624,000
港元。實質上，期內確認之大部份麗新發展應佔聯營公司之溢利主要源於麗新發展應佔發展中投資物業

（即干諾道中 3 號辦公大樓重建項目）之公平值增值。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麗新發展錄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利淨額 1,308,667,000 港

元，而去年同期綜合虧損淨額則為 328,23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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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踏入二零一零年，香港經濟及物業市場持續受惠於全球低息環境及中國持續刺激國內經濟之努力。流動

資金充裕及低息環境，均為香港及中國大部份行業提供有利經營環境。目前市場對中國及世界各地其他

央行撤回之前已實施之刺激措施及信貸寬鬆政策之潛在影響持有不同見解。在該等宏觀經濟環境下，本

集團及其聯營公司將審慎管理其業務，並將致力為未來增長作好業務定位。 
 
鱷魚恤中心 
 
截至本公佈之最後實際可行日期，本集團已租出該零售物業建築面積之 90%。已簽訂租約之租戶主要為

著名餐廳及食肆。該物業將於本財政年度為本集團帶來租金收入。 
 
麗豐 
 
自二零零九年年初以來，由於市場資金充裕、銀行貸款利率低企加上監管措施的放寛，令中國房屋需求

重現。自二零零九年第二季開始，中國各地物業交易量及售價廣泛大漲。 
 
然而，現今中國物業市場存在之若干風險不容忽視。政府政策仍是市場發展之關鍵因素。由於中國若干

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之樓價上升速度較預期快，政府進一步實施政策抑制市場不符合規定之處及不

當行為以及壓制投機性房屋需求並不意外。該等政府政策如內容激烈，可導致中國物業市場出現短期波

動。 
 
就中長期而言，持續城市化以及改善生活之需求將推進中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總體而言，麗豐對中

國物業市場持審慎樂觀態度，並相信其已就來年之增長作好定位。麗豐之淨資產負債水平低於行業標準。

此外，麗豐將維持其現有發展項目之建設進度，以加快未來財政年度之營業額及溢利增長。另外，麗豐

將透過提升現有租賃物業及透過完成新發展項目之商業物業部份增加新租賃物業，繼續擴大經常收入基

礎。 
 
根據上述宏觀經濟狀況，麗豐將密切監察市場，並在地價出現調整之情況下適時擴充其土地儲備。 
 
麗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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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出現穩定跡象。於未來一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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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零零九年年中起，香港住宅物業市場氣氛持續高漲，成交價及交易量激增。香港近期多個新住宅項

目推售，反映住宅物業需求殷切。香港物業市場應會持續受惠於低息環境、強勁的消費者負擔能力及物

業供應緊張情況。麗新發展目前於香港持有數個發展中住宅項目。為把握香港住宅物業市場之熾熱氣

氛，麗新發展將於二零一零年第二季及第三季開始積極市場推廣及銷售／預售於九龍大埔道項目翠峰 28
及香港灣仔活道項目Oakhill之住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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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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承兌票據所得之利息收入、來

自投資於一間上市聯營公司所得之股息收入，以及由銀行及其他人士提供之貸款融資。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借貸總額（包括有抵押銀行貸款313,000,000港元和應付已故林百欣先生之

票據195,000,000港元及貸款32,000,000港元）合共達540,000,000港元。本集團於同日之綜合資產淨值為

4,01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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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集

團之全部借貸均為浮息債項。 
 
應付已故林百欣先生之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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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接獲已故林百欣先生之遺產執行人之確認，表示該等應付票

據及應償還貸款毋須於結算日後一年內償還。 
 
有抵押銀行貸款 313,000,000 港元須於一年內償還。有抵押銀行貸款中包括已按下述方式再融資之建築

貸款融資提取額 298,000,000 港元。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96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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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金及銀行結餘約119,000,000港元及未動用銀行融資

108,000,000港元（包括為支付物業重建項目之建築成本之未動用建築貸款融資63,000,000港元），足以應

付本集團之營運資金需要。上述建築貸款融資於二零一零年三月以同一銀行授出之新物業定期貸款融資

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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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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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無指定任期。然而，本公司全體董事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卸任條文，規定現任董事須自其上次獲

選起計，每三年於各股東週年大會上輪換卸任一次，而卸任董事符合資格可應選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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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

本公司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溫宜華先生、梁樹賢先生及周炳朝先生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林建名 
 
香港，二零一零年四月十六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林建名先生、林建岳先生、蕭繼華先生、林建康先生、譚建文先生、林孝賢先生（亦為
余寶珠女士之替代董事）及梁綽然小姐；非執行董事為余寳珠女士及趙維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溫宜華先生、梁樹賢先
生及周炳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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