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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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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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興置業有限公司
TERN PROPERTIES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7）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太興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上年
度同期比較數字概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52,337 51,898
物業支出 (996) (627)

毛利 51,341 51,271
出售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已變現收益 – 2,257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已變現收益 1,641 1,120
股息收入 697 434
利息收入 11,301 9,851
其他經營收入 3,153 348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 (56,600)
行政費用 (14,557) (14,071)

經營溢利（虧損） 6 53,576 (5,390)
財務成本 7 (382) (923)
除稅後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 4,178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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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57,372 987
稅項 8 (7,750) (7,318)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49,622 (6,331)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 估可供出售之投資產生的收益 
（虧損）淨額 9,586 (1,395)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時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709) –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8,877 (1,395)

本 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全面收益 
（支出）總額 58,499 (7,726)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港幣16.12仙 港幣(2.0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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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3,057,213 3,057,213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 9,168 10,241
　租賃土地 15,060 15,106
　聯營公司權益 13 385,878 386,272
　可供出售之投資 14 396,440 217,590
　遞延租金收入 365 541

  
3,864,124 3,686,963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0,915 8,001
　租賃土地－本期部分 92 92
　遞延租金收入－本期部分 815 935
　可收回稅項 559 9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5,361 2,1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4,254 45,750

  
31,996 57,9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8,012 7,274
　租戶按金 28,878 29,452
　應付稅項 10,945 3,859
　有抵押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17 95,000 –

  
142,835 40,585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10,839) 17,32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753,285 3,704,29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4,317 23,975

  
資產淨額 3,728,968 3,680,3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229,386 229,386
　儲備 3,499,582 3,450,931

  
權益總額 3,728,968 3,680,317



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
股本 重估儲備 股息儲備 累積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29,386 7,075 9,848 3,434,008 3,680,317

本期溢利 – – – 49,622 49,622
其他全面收益：
 重估可供出售之投資產生的
  收益淨額 – 9,586 – – 9,586
 出 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時 

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 (709) – – (709)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8,877 – 49,622 58,499

擬派股息（附註9） – – 6,771 (6,771) –
已派股息 – – (9,848) – (9,848)

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29,386 15,952 6,771 3,476,859 3,728,968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29,386 – 13,849 3,508,699 3,751,934

本期虧損 – – – (6,331) (6,331)
其他全面支出：
 重估可供出售之投資產生的
  虧損淨額 – (1,395) – – (1,395)

本期全面支出總額 – (1,395) – (6,331) (7,726)

擬派股息（附註9） – – 6,771 (6,771) –
已派股息 – – (13,849) – (13,849)

於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29,386 (1,395) 6,771 3,495,597 3,73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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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 41,083 32,514
已付利得稅 (18) (684)
已退回利得稅 131 –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41,196 31,830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9,013 11,451
投資已收股息 697 434
聯營公司償還款項 – 3,750
購買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 – (248,263)
出售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款項 – 338,705
購買可供出售之投資 (204,817) –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款項 36,487 2,520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96) (2,68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款項 – 120
存入抵押銀行存款 (3,218) –

投資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62,034) 106,029

融資業務
已付股息 (9,848) (16,088)
已付利息 (382) (968)
新籌借銀行貸款 310,000 20,000
償還銀行貸款 (215,000) (161,000)
聯營公司墊款 4,572 –

融資業務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89,342 (158,0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1,496) (20,19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750 46,08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銀行結存及現金組成 14,254 2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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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及公眾持有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乃香港皇后大道中237號太興中心第一座26
樓。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概稱「本集團」）及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
乃物業投資。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此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適用之披露規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其適用之重
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

此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在年度財務報表
中之所有要求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此截至二零一六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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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相同，惟下述者除外。

載入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內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僅作為比
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惟資料數據來自該等財務報
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規定而須披露之此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
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相關規定，向公司註冊處
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出具審計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亦無載有關於
該核數師在不就其報告作保留之情況下，以強調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之任何事宜之任何
提述，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06(2)、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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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修訂編製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方式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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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對沖會計及減值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經修訂） 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 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投入4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作出遞延稅項資產之確認1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准予提早應用。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准予提早應用。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准予提早應用。
4 於將予釐定之日期生效。

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首次應用時之潛在影響，但尚
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
顯著影響。

4. 經營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組成兩個經營分類，乃物業投資及財務投資。

就物業投資而言，該分類乃指物業投資及物業租賃之業務。董事會獲提供按個別物業基準
之獨立財務資料，所提供之資料包括租金淨額（包括租金總額及物業支出）及應佔聯營公
司溢利。個別物業根據其相近之經濟特點而總計分類呈列。

就財務投資而言，該分類乃指債務與股本證券之投資。董事會獲提供按單一公司基準之財
務資料，所提供之資料包括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已變現收益、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及
來自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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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 財務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2,337 – 52,337
物業支出 (996) – (996)

毛利 51,341 – 51,341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已變現收益 280 1,361 1,641
股息收入 – 697 697
利息收入 – 11,301 11,301
其他經營收入 2,558 595 3,153
行政費用 (14,231) (326) (14,557)

經營溢利 39,948 13,628 53,576
財務成本 (42) (340) (382)
除稅後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178 – 4,178

除稅前溢利 44,084 13,288 57,372
稅項 (6,052) (1,698) (7,750)

本期溢利 38,032 11,590 49,622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物業投資 財務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3,485,145 410,975 3,896,120
分類負債 (68,823) (98,329) (167,152)

資產淨額 3,416,322 312,646 3,728,96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315 – 1,315
物業、機器及設備增加 196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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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 財務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1,898 – 51,898
物業支出 (627) – (627)

毛利 51,271 – 51,271
出售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已變現收益 – 2,257 2,257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已變現收益 1,120 – 1,120
股息收入 – 434 434
利息收入 1 9,850 9,851
其他經營收入 329 19 348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56,600) – (56,600)
行政費用 (13,514) (557) (14,071)

經營（虧損）溢利 (17,393) 12,003 (5,390)
財務成本 (813) (110) (923)
除稅後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300 – 7,30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906) 11,893 987
稅項 (7,247) (71) (7,318)

本期（虧損）溢利 (18,153) 11,822 (6,331)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物業投資 財務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3,592,657 205,954 3,798,611
分類負債 (68,181) (71) (68,252)

資產淨額 3,524,476 205,883 3,730,35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296 – 1,296
物業、機器及設備增加 2,688 – 2,688

按地域劃分

於本期內，本集團90%以上之業務活動均於香港進行，此外，本集團90%以上之資產均位
於香港。因此，地域分析並無予以呈報。

主要客戶資料

營業收入源自租金收入約港幣52,3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港幣51,900,000元），乃包括
來自本集團最大租戶之租金收入約港幣10,1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港幣10,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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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

收入指已收及應收之物業租金收入之總額。

6.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216 23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269 1,250
租賃土地攤銷 46 46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678 8,416
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供款 122 103

僱員成本總額 9,800 8,519

經計入：

股息收入 697 434
匯兌收益 1,153 638
出售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已變現收益 – 2,257
出售可供出售之投資已變現收益 1,641 1,12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52,337 51,898
減：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859) (465)
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37) (162)

租金收入淨額 51,341 5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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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利息 382 923

8.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之稅項支出：

香港利得稅
 本期 7,496 5,440
 前期（超額撥備）不足撥備 (103) 901
其他地域
 前期不足撥備 14 –

7,407 6,341

遞延稅項
 本期 694 977
 前期不足撥備 (351) –

343 977

7,750 7,318

兩個期間之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五年：16.5%）計算。

海外稅務則以其各自管轄地域當時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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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3.2仙（二零一五年：港幣4.5
仙）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派發予股東。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已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2仙（二零一
五年：中期股息港幣2.2仙）總額達約港幣6,771,000元（二零一五年：約港幣6,771,000元）
予本公司股東。

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港幣49,622,000元（二零一五年：本
期虧損港幣6,331,000元）及於本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307,758,522（二零一五年：
307,758,522）股普通股計算。

於兩個期間內，本公司並無已發行具有潛在攤薄能力之普通股份；因此，該兩個期間攤薄
後每股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11.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並未再作估值，董事知悉物業市場狀況可能
有所改變，董事認為本集團投資物業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所釐定之公平
值並無重大差別。

於本期內，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投資物業。

12. 物業、機器及設備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賬面值 10,241 8,395
添置 196 4,361
本期╱年度折舊 (1,269) (2,515)

期終╱年終賬面值 9,168 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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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佔資產淨額 394,976 390,798
應收聯營公司金額 1,669 –
應付聯營公司金額 (10,767) (4,526)

385,878 386,272

應收（應付）聯營公司金額並無抵押、免付利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本集團主要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31,382 17,129
非流動資產 784,311 787,521
流動負債 (13,121) (10,581)
非流動負債 (12,619) (12,473)

資產淨額 789,953 781,596

本集團於該公司持有權益之比例 50% 50%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額 394,976 390,798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5,401 14,378

本期溢利 8,356 14,600
其他全面收益 – –

本期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8,356 14,60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002 8,035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824) (735)

4,178 7,300



14

14. 可供出售之投資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
 按公平值呈列之債務證券（附註a） 359,823 208,748
 按公平值呈列之股本證券（附註a） 36,462 8,081

396,285 216,829
非上市投資：
 會所債券，按成本（附註b） 155 761

396,440 217,590

附註： (a) 上市債券及股本證券的公平值乃按活躍市場之收購報價釐定。

 (b) 會所債券並無活躍市場之市場報價且其公平值未能可靠計量。

15.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有明確信貸政策之應收租金約港幣454,000元（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76,000元），租金收入乃按月預發賬單，而預期租戶於收妥賬單後即
時清繳。應收租金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314 176
31至60天 140 –

45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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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租戶預付租金約港幣4,838,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4,019,000元）。以下為租戶預付租金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4,592 3,469
31至60天 150 550
61至90天 32 –
90天以上 64 –

4,838 4,019

17. 有抵押銀行貸款

有抵押銀行貸款償還期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95,000 –

銀行貸款以港幣作面額連同浮動利率，乃以年息計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至1.5%（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年息計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45%至2.25%）。

18. 股本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普通股

股份數目 面值
普通股

股份數目 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307,758,522 229,386 307,758,522 229,386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股本並無變動。於本期內，並無本公司之
附屬公司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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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方交易

於本期內，本集團有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關聯方名稱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管理費收入 (i) 匯成發展有限公司 1,553 –
(i) 雍華有限公司 116 –

寫字樓租金收入 (i) 匯成發展有限公司 – 327

附註：

(i) 關聯方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

於本期內，董事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4,620 4,444
強積金供款 9 9

4,629 4,453

20.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總額為港幣515,5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110,000,000元）。本集團已動用銀行信貸額港幣95,0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零）。

本集團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銀行信貸額：

i) 投資物業賬面值總額港幣838,4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
422,900,000元）；

ii) 可供出售之投資之賬面值約港幣375,875,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
189,484,000元）；及

iii) 銀行存款賬面值約港幣5,361,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1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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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聯營公司取得循環貸款港幣50,0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0,000,000元）作出擔保。於報告期末，聯營公司並無動用銀行信貸額。

本集團並未就有關擔保確認任何遞延收入或支出，乃因其公平值及交易價格未能可靠地予
以計量。

22. 營業租約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不可撤銷營業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於下列期間到期：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080 57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10 –

1,890 570

經營租賃付款為本集團就董事宿舍應付之租金。租約規定為期兩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兩年）。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持續獲得約3.42%（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43%）之租金收益率。
全部持有物業之租戶保證租用年期不超過四年（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下列未來最低租金與租戶訂約：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77,520 80,27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2,483 29,834

120,003 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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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公平值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可供出售之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此等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如何釐定及於公平值級別水平內根據有關公平值計量之輸入數據可觀測程度而分類公平值
計量之資料。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參考同等之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取得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參考直接（由價格）或間接（參考價格）從資產或負債所得可觀
察之輸入數據（於第一級內報價之輸入數據除外）；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參考包括非從市場觀察所得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產生。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 估值技術及
之公平值 之公平值 級別 主要輸入數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供出售之投資
 －上市債務證券 359,823 208,748 第一級 活躍市場之
 －上市股本證券 36,462 8,081 第一級  收購報價

總額 396,285 216,829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級與第二級工具之間並無相互結轉，亦無轉
入第三級或自第三級轉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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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2仙。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或該日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七日（星期三）已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段時間內，本公司將不會
登記股份過戶。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
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1716室，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財務摘要

於本期內，本集團繼續持有優質商業物業以獲取租金收入及投資於債務及股本證
券以獲取利息及股息收入。

港幣千元，除每股金額外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期 收入 52,337 51,898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49,622 (6,331)

於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3,728,968 3,730,359

已發行股份（千股） 307,759 307,759

比率 本 公司股東應佔資本投資物業公平值 
變動前之回報及儲備 2.66% 2.70%

資本負債比率 2.55% 0.0%

每股 每股淨值（港幣元） 12.12 12.1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幣仙） 16.12 (2.06)

每股派發之中期股息（港幣仙）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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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內之收入與上一期間相比維持穩定，為港幣52,300,000元（二零一五
年：港幣51,900,000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為港幣49,600,000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

－ 本期內並無來自本集團香港物業組合之公平值虧損；及

－ 本集團債務證券投資產生的利息收入較高。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盈利（虧損）為港幣16.12仙（二零一五年：虧損港幣2.06仙）。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及銀行授出之銀行信貸。本集團不時
檢討銀行信貸，並會為滿足本集團資本承擔、投資及營運資金需求取得或續領新
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淨額港幣75,400,000元（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銀行借貸）乃銀行借貸港幣95,000,000元減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
金港幣19,600,000元。因此，本集團借貸淨額與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權之資本負債
比率為2.6%（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合共港幣515,500,000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10,000,000元）乃以賬面值總額港幣1,220,000,000元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614,500,000元）之投資物業、可供出售之投資及
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償還期限如下：
 按要求或一年內 95,000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 –

95,000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0.22倍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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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有關收入及損益的詳細分部資料於第7至9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列示。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須就配合其經常性經營業務以及現有及潛在投資活動維持外匯風險，即其
將面對合理匯率風險。然而，本集團將根據需要密切監控其風險。

資產抵押

有關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第16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第17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

股東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達港幣3,729,000,000元（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680,300,000元），較上年度終結時增加港幣48,700,000元。
每股資產淨值達港幣12.12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2.12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因外幣匯價波動而涉及重大風險。

業務回顧

物業投資業務

－ 本集團之租金收入總額與上一期間持平。

－ 零售舖位之租金收入。

－ 寫字樓物業之租金收入。

－ 本期間之出租比率為96.4%，較上一期間的96.3%輕微上升0.1%。

－ 本期間並無呈報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而於上一期間錄得公平值虧損港幣
56,600,000元。

－ 本集團自聯營公司應佔租金收入總額維持穩定，金額為港幣7,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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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投資業務

－ 來自本集團債務及股本證券投資之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達港幣12,000,000
元，較上一期間增加16.7%。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債務及股本證券投資港幣396,300,000
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82.8%。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6名（二零一五年：16名）僱員，包括董事
酬金之僱員成本總額港幣9,800,000元（二零一五年：港幣8,500,000元）。本集團按
年檢討僱員薪酬待遇，乃以個別員工表現及優點作為基準。

業務前景

歐洲和中東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的時間和步伐仍不明朗，
以及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結果將繼續為環球經濟和政治帶來不確定性。儘管香港
背靠祖國，但中國內地經濟增速放緩，國內經濟正在穩固中，在疲弱需求的背景
下，香港經濟不大可能不受影響。

訪港旅遊業還未復甦，零售銷情下降，商舖租金持續下調。預料香港物業市場於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仍充滿挑戰。預期本集團於2016/17財政年度錄得的租金收入和
租金收入淨額與2015/16財政年度比較，將錄得減少。

本集團將對本地和環球市場的變化，保持警惕，以謹慎的態度應對以上不明朗因
素所帶來的影響。董事會將繼續依靠其穩健的財務狀況，把握機遇擴充集團投資
組合，讓本集團及其全體股東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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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告。本公司公眾持股量仍低於上
市規則第8.08(1)(a)條規定之25%最低百分比。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為23.44%。

本公司正考慮多項選擇以恢復其公眾持股量。於本公告日期，尚未釐定恢復公眾
持股量之具體建議或時間表。本公司將於落實恢復其公眾持股量之建議時另行刊
發公告。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內部
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財務報表及2016/2017年度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守則」），惟下述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職責應予分開，亦不應由
同一位人士擔任。陳海壽先生現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彼自本公司
成立以來擔任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職責。董事會認為現時管理架構確保本公司
之貫徹領導及令其業務表現最佳效率，董事會內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彼等各為專業會計師、工程師及管理人才，所以董事會及管理層權力及職責之制
約並無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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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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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經對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
準守則內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於二零一六年年報日期後之董事資料並無變動。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海壽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位董事組成，其中兩位為執行董事，即陳海壽先生及
陳恩典先生，一位為非執行董事，即陳恩美女士及三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
國偉先生、謝禮恒先生及梁櫸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