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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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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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5,669 30,865
物業支出 (939) (641)

  

毛利 24,730 30,224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24,130) (9,200)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虧損 (8) (9,657)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2,060) (1,026)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未變現虧損 (5,662) (3,757)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減值虧損撥回  4,269 –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233 –
股息收入 467 723
利息收入 8,935 17,30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1,286 2,471
行政費用 (15,703) (14,865)

  

經營（虧損）溢利 5 (7,643) 12,213
財務成本 6 (461) (1,53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 (3,703) (3,86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807) 6,816
稅項 7 (2,721) (2,805)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溢利 (14,528) 4,01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產生之虧損淨額 (39,270) (47,754)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之公平值變動累計損益撥回 612 46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減值虧損撥回 (4,269)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10) (57)

  

除稅後本期其他全面開支 (43,437) (47,765)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57,965) (43,754)
  

每股（虧損）收益
 基本及攤薄 9 (港幣5.24仙) 港幣1.4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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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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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139,428 2,163,826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 1,107 1,625
 使用權資產 12 15,256 15,584
 聯營公司權益 13 262,567 267,101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14 178,347 183,5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14 430 430
 遞延租金收入 407 977
 遞延稅項資產 119 109

  

2,597,661 2,633,183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1,079 9,885
 可於一年內贖回的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 14 1,430 1,3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14 16,911 33,069
 遞延租金收入－本期部分 924 381
 可收回稅項 2,092 3,404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014 20,417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2,404 134,713

  

176,854 203,21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 6,611 6,322
已收租戶按金 9,282 8,861
應付稅項 1,727 474
租賃負債 16 569 562
有抵押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17 2,827 3,006

  

21,016 19,225
  

流動資產淨額 155,838 183,98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753,499 2,817,168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戶按金 9,200 9,994
 租賃負債 16 – 286
 有抵押銀行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7 45,861 47,150
 遞延稅項負債 33,752 32,929

  

88,813 90,359
  

資產淨額 2,664,686 2,726,8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229,386 229,386
 儲備 2,435,300 2,497,423

  

權益總額 2,664,686 2,72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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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匯兌儲備

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

列賬（「透過
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平
值列賬」）儲備 股息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29,386 1,048 (93,366) 4,158 2,585,583 2,726,809
      

本期虧損 – – – – (14,528) (14,528)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重估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產生之虧損淨額 – – (39,270) – – (39,270)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累計損益撥回 – – 612 – – 61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減值虧損撥回 – – (4,269) – – (4,26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510) – – – (510)

      

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 (510) (42,927) – (14,528) (57,965)
      

擬派股息（附註8） – – – 1,386 (1,386) –
已派股息 – – – (4,158) – (4,158)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29,386 538 (136,293) 1,386 2,569,669 2,664,686
      

於二零二一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29,386 1,016 (2,021) 5,822 2,648,151 2,882,354
      

本期溢利 – – – – 4,011 4,01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重估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產生之虧損淨額 – – (47,754) – – (47,754)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累計損益撥回 – – 46 – – 46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57) – – – (57)

      

本期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57) (47,708) – 4,011 (43,754)
      

擬派股息 – – – 3,327 (3,327) –
已派股息 – – – (5,822) – (5,822)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29,386 959 (49,729) 3,327 2,648,835 2,83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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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來自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10,913 17,582
利得稅退款（已付） 657 (1,146)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1,570 16,436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8,531 17,791
投資已收股息 467 723
向聯營公司所收股息 50 –
購買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53,577) (46,363)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款項 19,614 141,666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 (2,605) (57,685)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款項 11,041 46,226

  

投資業務（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6,479) 102,358
  

融資業務
已付股息 (4,158) (5,822)
已付利息 (428) (1,559)
償還銀行借貸 (1,468) (89,892)
聯營公司墊款 781 3,452
償還租賃負債 (288) (534)

  

融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5,561) (94,35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0,470) 24,439
匯率變動之影響 (242) (2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5,130 159,05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4,418 183,47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由以下各項組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2,404 86,284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014 97,187

  

144,418 183,471
  



– 6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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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乃香港皇后大道中237號太興中心第一座26樓。

本公司繼續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乃物業
投資及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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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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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入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內有關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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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條及附表6第3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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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2)、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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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計量。

此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在年度財務報表中之要求之全
部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此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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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相同。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之過程中亦須作出判斷。

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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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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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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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2020年年度改進

於目前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期間的財務業績及狀況及╱或載
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歸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項下的兩個經營分類，即物業投資及
財務投資。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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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淨額（包括租金收入總額及物業支出）、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及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個別物業根據其相近之經濟特點而總計為一個分類呈列。

就財務投資而言，該分類乃指債務與股本證券之投資。董事會獲提供按個別公司基準之財務資料，
所提供之資料包括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未變現虧損、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虧損、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虧損、來自債務工具之利息收入
及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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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類（續）

業務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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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5,669 – 25,669
物業支出 (939) – (939)

   

毛利 24,730 – 24,730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24,130) – (24,130)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之虧損 – (8) (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 (2,060) (2,060)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未變現虧損 – (5,662) (5,66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減值虧損撥回 – 4,269 4,269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233 – 233
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 467 467
利息收入 2 8,933 8,93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2,182 (896) 1,286
行政費用 (13,893) (1,810) (15,703)

   

經營（虧損）溢利 (10,876) 3,233 (7,643)
財務成本 (9) (452) (46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703) – (3,703)

   

除稅前（虧損）溢利 (14,588) 2,781 (11,807)
稅項 (1,952) (769) (2,721)

   

本期（虧損）溢利 (16,540) 2,012 (14,528)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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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449 328,066 2,774,515
分類負債 (52,339) (57,490) (109,829)

   

資產淨額 2,394,110 270,576 2,664,686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846 –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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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類（續）

業務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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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0,865 – 30,865
物業支出 (641) – (641)

   

毛利 30,224 – 30,224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9,200) – (9,200)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虧損 – (9,657) (9,657)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虧損 – (1,026) (1,026)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未變現虧損 – (3,757) (3,757)
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 723 723
利息收入 69 17,231 17,30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2,110 361 2,471
行政費用 (12,896) (1,969) (14,865)

   

經營溢利 10,307 1,906 12,213
財務成本 (14) (1,523) (1,53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860) – (3,860)

   

除稅前溢利 6,433 383 6,816
稅項 (2,508) (297) (2,805)

   

本期溢利 3,925 86 4,011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物業投資 財務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2,504,388 332,005 2,836,393
分類負債 (54,499) (55,085) (109,584)

   

資產淨額 2,449,889 276,920 2,726,80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2,259 –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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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類（續）

按地域劃分

本集團90%以上之經營均於香港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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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源自租金收入約港幣25.7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30.9百萬
元），乃包括本集團最大租戶應佔之租金收入約港幣1.8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港幣3.1百萬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其他單一客戶佔10%
或以上之本集團營業額。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收及應收之物業租金收入之總額。

5. 經營（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2,302 11,16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2 124

  

 僱員成本總額 12,364 11,292

 核數師酬金 256 221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518 592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8 567
 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233) –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減值虧損撥回 (4,269)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801 (593)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虧損 2,060 1,026
 終止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虧損 8 9,657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未變現虧損 5,662 3,757

經計入：

 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467 723
 政府補貼 310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25,669 30,865
 減：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216) (198)
  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723) (443)

  

租金收入淨額 24,730 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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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利息支出 452 1,523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9 14

  

461 1,537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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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 1,997

遞延稅項
本期 813 808

  

2,721 2,805
  

本期間之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二一年：16.5%）計算。

8.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二零二一年：港幣2.1仙）已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派發予本公司股東。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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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仙（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港幣1.2仙）總額達約港幣1,386,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港幣3,327,000元）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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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每股（虧損）收益

每股（虧損）收益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約港幣14,528,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約港幣4,011,000元）及於兩個期間已發行股數277,232,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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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
損）收益與每股基本（虧損）收益相同。

10. 投資物業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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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值
於期初╱年初 2,163,826 2,226,650
已於損益內確認公平值虧損 (24,130) (62,827)
匯兌調整 (268) 3

  

於期末╱年末 2,139,428 2,163,826
  

本期內，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投資物業。

11. 物業、機器及設備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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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 2,823
本期╱年度折舊 (518) (1,198)

  

期終╱年終賬面值 1,107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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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使用權資產

租賃土地 租賃物業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賬面值 14,644 940 15,58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賬面值 14,598 658 15,256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開支 46 282 328

   

租賃現金流出總額 (288)
 

租賃土地及樓宇以直線法於租期內進行折舊。

本集團租賃物業用於董事宿舍。物業租賃合約以2年的固定租期訂立。於釐定租期及評估不可撤銷期
間的長度時，本集團應用合約的定義並釐定合約可強制執行的期間。

13.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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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86 270,138
應付聯營公司金額 (3,819) (3,037)

  

262,567 26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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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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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聯營公司權益（續）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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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7 3,176
非流動資產 548,488 562,820
流動負債 (4,017) (8,968)
非流動負債 (21,066) (16,751)

  

資產淨額 532,772 54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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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86 270,138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7,463 8,813
  

本期虧損 (7,406) (7,720)
其他全面收益 – –

  

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7,406) (7,7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326) (3,448)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377) (412)

  

(3,703) (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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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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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未上市債務證券（附註(iii)） 21,774 –
 －上市債務證券（附註(i)） 156,573 183,531

  

178,347 183,5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非上市會所債券 430 430

  

178,777 183,961
  

流動：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上市債務證券（附註(i)） 1,430 1,3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16,567 19,350
 －海外上市股本證券 344 13,719

  

16,911 33,069
  

18,341 34,410
  

附註：

(i)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包括本集團持有並於香港及於海外認可證券交易所
上市的債務工具，其發行人包括從事（其中包括）航空、銀行、酒店及房地產業務者。有關債
務工具的到期日由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不等並包括永久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有關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構成本集團資產
總額約6.48%（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52%），且無任一構成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有關金融資產之債務工具之未償還金額佔本集團資產總額5%以上。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減值虧損撥回金額約為港幣
4,269,000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ii)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上市
債務工具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上市股本證券以公平值列賬，乃根據聯交所或其他認可證券
交易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iii)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未上
市債務工具以公平值列賬，乃根據金融機構提供的報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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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項包括有明確信貸政策之應收租金（扣減信貸虧損撥備）約港幣1,609,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1,7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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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為基於借項清單到期日列示的應收租金（扣減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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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
31至60天 550 1,696
61至90天 235 5
超過90天 167 –

  

1,609 1,701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有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聯營公司金額約港幣153,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306,000元）。

16. 租賃負債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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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56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 286

  

569 848

減：流動負債項下呈列的於一年內到期支付之金額 (569) (562)
  

非流動負債項下呈列的於一年後到期支付之金額 –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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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有抵押銀行借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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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抵押銀行借貸的賬面值須根據合約還款日期償還：
 一年內 2,827 3,00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2,895 3,050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9,135 9,432
 五年以上 33,831 34,668

  

48,688 50,156

減：流動負債項下呈列的於一年內到期之金額 (2,827) (3,006)
  

於一年後到期之金額 45,861 47,150
  

所有銀行借貸以港幣作面額連同利率，乃以年息計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5%（二零二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以年息計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25%）。

18. 股本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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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32,883 229,386 277,232,883 22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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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9. 關聯方交易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其他地方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於本期內本集團的關聯方交易如下。本
公司董事將該等交易價格視為估計市場價格。

與關聯方的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聯營公司收取管理費收入 1,412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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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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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9 7,0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 18

  

8,006 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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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港幣549,188,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550,657,000元）。本集團已動用銀行貸款信貸額約港幣48,688,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港幣50,156,000元）。

本集團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銀行信貸額：

i) 投資物業賬面值約港幣483,300,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96,000,000元）；

ii)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總額約
港幣130,356,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44,290,000元）；及

iii) 已抵押銀行存款賬面值約港幣42,014,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0,417,000元）。

2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2.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預期可持續獲得約2.40%（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64%）之平均租金收益率。全部持有物業之租戶保證租用年期不超過三年（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三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下列未來最低租金與租戶訂約：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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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64 36,469
第二年 13,958 14,055
第三年 241 2,162

  

51,163 5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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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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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
產乃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此等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如何釐定及公平值計量分類所依據的公平值等
級（根據該公平值等級的可觀察程度予以分類）之資料。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自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就資產或負債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地（即自價格衍生）可觀察輸入數據
（第一級內包括的報價除外）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自包括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
數據）之估值技術得出。

公平值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上市債務工具 158,003 184,872 第一級 活躍市場之

 報價
 －非上市債務工具 21,774 – 第二級 金融機構提供

 之報價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16,911 33,069 第一級 活躍市場之

 報價

 －非上市會所債券 430 430 第二級 市場方法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工具之間並無相互結轉（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本公司董事認為，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各自的
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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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5仙。中期股息將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或該日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已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之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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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
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存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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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期 營業額 25,669 30,865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溢利 (14,528) 4,011
    

    

於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2,664,686 2,832,778
    

已發行股份（千股） 277,233 277,233
    

    

比率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投資物業
 公平值變動前之回報 0.36% 0.47%

    

資本負債比率 0% 0%
    

    

每股 每股淨值（港幣元） 9.61 10.22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幣仙） (5.24) 1.45
    

每股派發之中期股息（港幣仙） 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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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收入

本集團本期收益較上一期間減少16.8%至港幣25.7百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30.9百萬元）。收
入減少乃主要由於續約本集團物業時租金下降所致。

財務投資收入

本集團的財務投資收入主要為來自債務證券投資之利息收入港幣8.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港
幣17.2百萬元），減少港幣8.7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本期債務證券投資之平均賬面值減少所
致。

本期錄得手頭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虧損為港幣5.7百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3.8百萬元）。

本期錄得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公平值虧損為港幣39.3百萬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為港幣14.5百萬元。

本期業績較上一可比較期間轉盈為虧，乃由於：

－ 經濟下滑對續約時之租金產生負面影響。本期租金收入較上一可比較期間減少港幣5.2百
萬元。

－ 於期末重估後的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下降幅度較大。本期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港幣24.1
百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9.2百萬元）。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為港幣5.24仙（二零二一年：每股盈利港幣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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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經營資金需求取得或續領新銀行信貸。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存淨額及現金為港幣95.7百萬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港幣104.9百萬元），乃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存及現金港幣144.4百萬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55.1百萬元）減銀行借貸港幣48.7百萬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50.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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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續）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總額港幣549.2百萬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550.7百萬元）乃以賬面值總額港幣655.7百萬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660.7百萬元）之投資物業、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工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賬之金融資產及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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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 3,00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2,895 3,050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9,135 9,432
 五年以上 33,831 34,668

  

48,688 50,156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金╱流動負債）為8.4倍（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10.6倍）。

分類資料

有關營業額及損益的詳細分類資料於第7至10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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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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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

股東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保持穩定，為港幣2,664.7百萬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2,726.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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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股東資金（續）

每股資產淨額為港幣9.6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8元）。

相較於上年度，股東資金於本期終下降乃主要由於重估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
務工具產生的淨虧損大幅增加至港幣39.3百萬元所致。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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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之租金收入主要來自其香港的物業組合。

－ 期內，本集團向租戶提供了短期救濟措施，導致本集團租金收入向下調整。

－ 本期間之出租比率為89.7%，較上一可比較期間的89.5%輕微增加0.2%。

－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主要與本集團位於尖沙咀的投資物業有關。

－ 本集團自聯營公司應佔租金收入總額為港幣3.7百萬元，較上一可比較期間下降港幣0.7
百萬元。

財務投資業務

本集團於去年出售若干債務投資以改善其流動性並降低風險。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證券投資及財務產品組合港幣196.7百萬元中包括債務證券港幣
179.8百萬元及上市股本港幣16.9百萬元。

本集團持有債務證券投資港幣179.8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
2.8%。

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投資港幣16.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
48.9%。

概無任一上市債務證券佔本集團資產總額5%以上。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6名（二零二一年：17名）僱員，包括董事酬金之僱員
成本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額為港幣12.4百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11.3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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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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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利影響繼續阻礙全球經濟復甦。嚴格之封城措施嚴重影響了全球供應鏈及
旅遊限制。隨著更多國家逐步通關，疫情的影響或有所緩解。然而俄烏局勢持續緊張，能源
價格波動。同時，各國復甦步伐存在顯著差異，抑制投資意欲，拖慢全球經濟增長。

香港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實施了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加上與中
國大陸邊境的封鎖，仍未通關，零售及餐飲業的租戶繼續面臨艱難經營環境，導致集團租金
收入持續下降。我們認為至少要到明年第一季度租金才能穩定下來。

股票市場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經歷大幅下跌，預期將持續波動。市場預期美國大幅加息，通
脹上升，以及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等不確定因素之陰霾籠罩，投資氣氛低迷。可幸的是，香港
疫情於第二季度基本受控，政府近期對入境旅客的隔籬要求稍微放寬，宣布將在香港復辦國
際大型賽事和會議，意味著未來數月的旅遊限制將進一步放寬。加上政府推出一系列經濟紓
困措施及推出消費券刺激合資格市民消費，相信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整體經濟活動將逐漸重拾
動力。

儘管我們對香港經濟長期前景仍然樂觀，香港經濟仍然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面對通脹升溫
及美國貨幣政策收緊，本集團將在高息環境下採取審慎態度，保持低負債及繼續尋找極具吸
引力的機會為股東帶來更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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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中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依
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本公
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的權益（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好倉總額

持有股份好倉總額
佔已發行股本

百分率

陳海壽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036,000 204,662,534 73.82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1）

56,348,534

全權信託之
 成立人

其他權益
 （附註1及2）

172,100,896

陳恩典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792,000 172,892,896 62.36

信託受益人 其他權益
 （附註2及3）

172,100,896

陳恩蕙 信託受益人 其他權益
 （附註2及4）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陳恩霖 信託受益人 其他權益
 （附註2及5）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附註：

1. 該56,348,534股股份內之30,525,638股由Smartprint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而25,822,896股則由永
贊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Smartprint Development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由陳海壽先生實益擁有。

永贊投資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之50%由陳海壽先生實益擁有，另外50%則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實益擁有，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又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Sow Pin Trust乃為全權信
託，其受益人包括陳海壽先生及其家族成員。此批股份25,822,896股亦包括於陳海壽先生以全權信託
成立人身份持有之172,100,896股股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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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中權益（續）

(i) 於本公司的權益（好倉）（續）

附註：（續）

2. 上述四項所提及之172,100,896股股份屬同一批本公司股份。該172,100,896股股份內之146,278,000股
由Noranger Company Limited持有，而25,822,896股則由永贊投資有限公司持有。Noranger Company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實益擁有，而永贊投資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股本
之50%由陳海壽先生實益擁有，另外50%則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實益擁有。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Sow Pin Trust乃為全權信託，其成立人為陳海壽先生而其受益人為
陳海壽先生及其家族成員。由於上述持有之股權，陳海壽先生被視為擁有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
172,100,896股之權益。

3. 陳恩典先生為陳海壽先生之兒子及Sow Pin Trust之受益人，如上文附註2所述，該信託乃全權信託。
由於上文附註2所述持有之股權，陳恩典先生被視為擁有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172,100,896股之權
益。

4. 陳恩蕙女士為陳海壽先生之女兒及Sow Pin Trust之受益人，如上文附註2所述，該信託乃全權信託。
由於上文附註2所述持有之股權，陳恩蕙女士被視為擁有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172,100,896股之權
益。

5. 陳恩霖先生為陳海壽先生之兒子及Sow Pin Trust之受益人，如上文附註2所述，該信託乃全權信託。
由於上文附註2所述持有之股權，陳恩霖先生被視為擁有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172,100,896股之權
益。

(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權益（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的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陳海壽 Noranger Company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

附註：

Noranger Company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之100%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實益擁有。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其成立人為陳海壽先生。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董事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及並無任何董事
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股本或債務證券，或於本期內獲授予或
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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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已通
知本公司，除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外的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
益及淡倉如下：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好倉總額

持有好倉
總額佔

已發行股本
百分率

陳羅國萍 配偶權益 家族權益
 （附註1）

204,662,534 204,662,534 73.82

陳恩美 信託受益人 其他權益
 （附註2及5）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作為Sow Pin Trust受託
 人之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其他權益
 （附註3、4及5）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Brock Nominee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3及4）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Global Heritage Group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3及4）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3、4及5）

172,100,896 172,100,896 62.07

Noranger Compan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附註3、4及5）

146,278,000 146,278,000 52.76

永贊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附註3、4及5）

25,822,896 25,822,896 9.31

Smartprint Develop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附註6） 30,525,638 30,525,638 11.01

Builtwin Ltd.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附註7）

14,876,008 14,876,008 5.37

Hon Nicholas 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法團權益
 （附註7）

14,876,008 14,876,008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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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1. 該權益與標題為「董事於股份中權益」之一節內披露由其夫婿陳海壽先生所持有之個人、法團及其他
權益實為同一批股份。

2. 陳恩美女士為陳海壽先生之女兒及Sow Pin Trust之受益人，如下文附註5所述，該信託乃全權信託；
由於下文附註5所述持有之股權，陳恩美女士被視為擁有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172,100,896股之權
益。

3. 所有作為Sow Pin Trust受託人之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Brock Nominees Limited、Global Heritage 
Group Limited、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之權益，以及Noranger Company Limited和永贊投資有限公
司之權益總數，實為同一批本公司之股份。

4. 作為Sow Pin Trust受託人之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為Brock Nominees Limited之控股公司，透過以
下由Brock Nominees Limited控制的法團權益，被視為擁有以下附註5所述全權信託Sow Pin Trust擁有
之股份權益：

受控制法團名稱 控股股東名稱 控制百分率

Brock Nominees Limited 作為Sow Pin Trust受託人之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0.00

Global Heritage Group Limited Brock Nominees Limited 100.00
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al Heritage Group Limited 100.00
Noranger Company Limited 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100.00
永贊投資有限公司 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50.00

5. 作為Sow Pin Trust受託人之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擁有172,100,896股股份權益，該批股份內之
146,278,000股由Noranger Company Limited持有，而25,822,896股則由永贊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Noranger Company Limited之已發行股本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實益擁有，而永贊投資有限
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之50%由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實益擁有，另外50%則由陳海壽先生實益擁有。
如標題為「董事於股份中權益」之一節內披露，Beyers Investments Limited由Sow Pin Trust間接擁有，
Sow Pin Trust乃為全權信託，其受益人包括陳海壽先生及其家族成員。

6. Smartprint Development Limited由陳海壽先生全資擁有。

7. Builtwin Ltd.由Hon Nicholas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除本公司董事以外的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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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
本公司股份。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公眾
持股量維持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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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董事討論本集團內部監控
及風險管理系統以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年度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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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內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下述
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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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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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均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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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太興置業有限公司

主席
陳海壽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