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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4,843 137,505

銷售成本 (31,541) (107,194)

毛利 43,302 30,311

其他收益 19,270 23,791

行政費用 (27,347) (28,571)

經營溢利 3 35,225 25,531

融資成本 4 (44,705) (45,95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433) (7,47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38,913) (27,900)

少數股東權益 (295) 32,020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9,208) 4,120

每股（虧損）／盈利 6 (3.04仙) 0.3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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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1/01 31/7/0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901 8,170
　投資物業 2,972,060 2,972,060
　發展中物業 3,359,694 3,287,781
　聯營公司 660,985 672,280
　共同控制實體 50,184 50,127

7,050,824 6,990,418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6,373 180,004
　待售落成物業 113,902 133,553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 47,058 67,306
　預付稅款 16,103 13,103

283,436 393,966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 150,872 169,603
　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撥備 8 341,842 387,140
　應付一位股東款項 11(2) 40,787 —

533,501 556,743

流動負債淨值 (250,065) (162,77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800,759 6,827,6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307,083 104,711
　儲備 10 5,605,058 4,914,157

5,912,141 5,018,868
少數股東權益 151,143 151,889

6,063,284 5,170,757
有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97,148 97,112
可換股擔保債券 — 929,445
可換股票據 600,000 600,000
已收長期租約按金 8,660 8,660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溢價撥備 31,667 21,667

6,800,759 6,8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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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報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1/8/00至

31/1/01

千港元

換算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

　實體之賬目所產生之㶅兌差額 3,035

未於損益賬確認之收益 3,035

期內虧損淨額 (39,208)

已確認虧損總額 (36,17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1/8/00至
31/1/01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54,905

投資回報及融資成本之現金流出淨額 (46,213)

稅項之現金流出淨額 (3,0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1,400)

融資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55,708)

融資所得之現金流出淨額 (18,69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 (74,40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0,004

匯兌調整 772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37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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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乃按歷史成本慣例並根據投資物業及持作投資發展中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後編製而成。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適用

於簡明中期賬目者）而編製。由於此為有關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止或其後財政期間刊載於中期

財務報告內的首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故當中並無呈列簡明綜合已確認損益報表及簡明綜合

現金流量表之比較數字。該等偏離於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的內容乃得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之證券上市規則所批准。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所用者一致。由於

在本期間採納了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報」及第2號「期內純利或淨虧損、基本誤差及

會計政策之變動」，故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若干附註的呈報已經修改，以符合

新規定。故此，若干比較數額已重新分類，務求與本期間的呈報一致。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期內並無轉變，仍是待售物業發展及作租賃用途之物業投資。

營業額 經營溢利

1/8/00至 1/8/99至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31/1/01 31/1/00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劃分：

　落成物業之銷售 38,620 106,052 7,079 1,142

　租金收入 36,223 31,453 28,146 24,389

74,843 137,505 35,225 25,531

鑑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超逾90%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務，故並無按地區作任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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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千港元 千港元

此項目已扣除：

折舊 1,407 1,481

攤銷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578 578

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五年內到期之銀行貸款 6,953 8,172

　欠少數股東款項 1,318 2,502

　可換股擔保債券及可換股票據 38,955 38,016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溢價撥備 10,000 10,000

57,226 58,690

減：

　就發展中物業撥充資本之數額 (10,082 ) (9,685 )

　就從事物業發展之聯營公司

　　撥充資本之數額 (2,439 ) (2,342 )

　就從事物業發展之共同控制實體

　　撥充資本之數額 — (710 )

44,705 45,953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零年：無）。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7 麗豐控股 2000 – 2001 中期報告書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計算基準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9,208 ) 4,120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千股 千股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289,079 1,046,999

由於可能發行之股份對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攤薄後每股虧損。

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之賒賬期介乎30至180天。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1/01 31/7/00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到期之賬款 4,714 6,743

逾期30天或以下之賬款 2,457 3,514

逾期60天或以下之賬款 1,862 2,663

逾期90天或以下之賬款 3,499 5,004

逾期超過90天之賬款 20,170 28,849

總數 32,702 46,773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356 20,533

47,058 67,306

8. 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撥備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1/01 31/7/00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30天或以下之賬款 115,240 116,599

逾期超過180天之賬款 91,919 93,003

總數 207,159 209,602

應計費用及撥備 134,683 177,538

341,842 38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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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31/1/01 31/1/01 31/7/00 31/7/00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7,000,000 700,000 7,000,000 7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3,070,827 307,083 1,047,114 104,711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根據強制性轉換由  Lai Fung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 發行二零零零年

到期之可換股擔保債券（「可換股擔保債券」）（本金總額為120,385,000美元），2,023,713,337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已按轉換價0.464港元配發及發行予債券持有人。

10. 儲備

持作投資

用途之發

㶅兌 投資物業 展中物業

股份溢價 波動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資本儲備 滾存盈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2,492,200 25,803 462,995 1,580,892 181,292 170,975 4,914,157

兌換可換股擔保債券

　所產生之股份溢價 727,074 — — — — — 727,074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2,119 — — — — 2,119

　聯營公司 — 859 — — — — 859

　共同控制實體 — 57 — — — — 57

期內虧損 — — — — — (39,208 ) (39,208 )

於二零零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 3,219,274 28,838 462,995 1,580,892 181,292 131,767 5,60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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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連人士交易

(1) 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連人士有下列重大交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8/00至 1/8/99至

31/1/01 31/1/00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取一間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15,419 13,323

墊款之利息按港元最優惠利率加年息2厘向聯營公司收取。所欠款項乃無抵押並無固定還

款期。

(2)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林百欣先生獲得一筆40,786,686港元之無抵

押貸款，以作為本集團融資營運資本。該貸款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

並以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定之最優惠貸款利率計算利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

一日貸款結餘為40,786,686港元。

12. 或然負債

(1) 按一間銀行提供予香港廣場寫字樓與住宅單位最終買家之按揭貸款，本公司同意在有關借

款人不能償還貸款時，就上海麗興房地產有限公司保證履行購回有關物業之責任作最多達

95%之擔保。

(2) 按另一銀行提供予東風廣場第一期及第二期最終買家之按揭貸款，本公司同意向該銀行作

出擔保，在有關借款人不能償還貸款時購回有關物業。

(3) 根據一項貸款協議，本公司同意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以取得授予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

司約236,000,000港元之貸款。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約有47,000,000港元貸款尚

未償還。

1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於結算日在賬目內未作撥備之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1/01 31/7/00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發展開支承擔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已簽約但未撥備 571,302 552,044

571,302 55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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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達

74,843,000港元，經營溢利達35,225,000港元，分別比上年度減少約

46%及增加約38%。營業額減少主要是由於出售廣州東風廣場第二期放

緩所致。東風廣場第二期未售出的單位主要為大單位，各單位代價超過

人民幣1,000,000元。該等類別的單位正常會需要較長時間方可被市場

吸納。預期東風廣場第三期在今年第三季開始預售時銷售額會回升。隨

著位於上海的香港廣場辦公室及服務式住宅單位入住率逐步轉好，回顧

期內的該物業租金貢獻額持續改善，經營溢利亦主要因此轉好。然而，

本公司在期內的表現因應佔聯營公司虧損額29,400,000港元而有負面影

響。該虧損較去年同期上升22,000,000港元。因此，本公司在期內錄得

股東應佔虧損 39,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微利 4,100,000港

元。

可換股擔保債券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到期。根據可換股擔保債券的條

款，Lai Fung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 選擇，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

按每股0.464港元的轉換價將所有尚未兌換的可換股擔保債券強制轉換

為本公司股份。是次轉換將有效降低本公司日後的融資成本。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債務到期情況

本集團有多個資金來源，包括源自本集團業務營運所得的內部資金，按

項目而向銀行借貸及有抵押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包括下文所指應付林

百欣先生之貸款40,786,686港元）合共為920,0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

年度減少898,000,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可換股擔保債券於今年一月

轉換所致。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負債淨額（借貸總額減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及負債淨額與股東資金比率分別為814,000,000港元及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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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本集團約有85%的借貸總額乃按固定利率計算，而剩餘借貸

則按浮動利率計算。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約78%的借貸總額以

港元列賬，其餘則以人民幣列賬。本集團約73%的借貸總額並無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尚未償還借貸乃分兩年償還，約

21%應於一年內償還，而79%應於一至兩年內償還。本集團的若干資產

已作為融資的抵押，其中包括賬面值為1,369,0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

及賬面值為514,000,000港元的發展中物業。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從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林百欣先生取得

一筆無抵押貸款40,786,686港元，作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該筆貸款須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以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所報的最優惠利率計算利息。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貸款結餘為

40,786,686港元。

或然負債

根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銀行向最終用家提供按揭融資的一般

做法，銀行通常會要求發展商提供購回擔保，以擔保抵押人確切履行有

關責任。本公司現正提供購回擔保予向香港廣場及東風廣場第一期及第

二期的買家提供按揭貸款的銀行。由於現在中國物業市場穩定，管理層

預期此項或然負債將不會出現。

前景

中國大陸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六個月以合理步伐復甦，住宅和

商業單位租金穩步上升。位於上海的香港廣場及本公司擁有25%權益位

於廣州的天河娛樂廣場的租金收入應可繼續改善。相信到了本年年底，

廣州東風廣場第三期的預售以及廣州時尚天地商廈的推出，亦會帶來收

益。

隨着可換股擔保債券獲強制性轉換，預期本公司的融資費用將可大幅削

減。憑藉本公司的強勁資產後盾以及低企的財務槓桿，本公司已穩據有

利位置，可在中國大陸穩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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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僱用合共約400名僱員。本集團深明人力資源對成功之重要性。

僱員之薪金水平具有競爭力，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擢升人才及提高薪

金。若干僱員更會論功按業內標準獲授酌情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括供

款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資助進

修及培訓計劃等。本集團現時並無設立任何僱員購股權計劃。

上市規則第19項應用指引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項應用指引第3.7.1段，

本公司披露以下可換股擔保債券之詳情，致使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須履行

特定責任：

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Lai Fung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 發行150,000,000美元可換股擔保債券。除非之前已

贖回或購回及註銷，否則可換股擔保債券持有人可選擇於一九九八年二

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間，將可換股擔保債券轉換

為本公司之已繳足股份。根據可換股擔保債券條文規定，倘以全面攤薄

基準計算，麗新發展有限公司自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零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若不再擁有最少50%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則將構

成違約事件。直至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概無該等違約事件。可換

股擔保債券亦已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強制轉換為本公司之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本

公司於去年同期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董事之股本證券或債務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之股本證券或

債務證券中，概無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須置存之

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



13 麗豐控股 2000 – 2001 中期報告書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之規定，本公

司須置存之登記冊內載錄擁有本公司所有已發行股本總額中10%或以上

權益之人士如下：

股東名稱 持股數量 股權百分比 附註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779,958,912 25.40% 2

　（「麗新發展」）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1,413,700,289 46.04% 1及2

　（「麗新製衣」）

林百欣 1,413,700,289 46.04% 1及2

Silver Glory Securities 443,456,895 14.44% —

Limited（「SGS」）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442,112,068 14.40% —

(Hong Kong) Limited

附註1： 此等於本公司之權益乃由麗新發展、麗新製衣及其全資附屬公司  SGS 實益擁有779,958,912

股、190,284,482股及443,456,895股。鑑於麗新製衣與其全資附屬公司共同持有麗新發展約

42.25%之權益，故麗新製衣及林百欣先生被視作擁有麗新發展、麗新製衣及SGS持有本公司

1,413,700,289股股份之權益。林百欣先生（及其配偶）持有麗新製衣已發行股本約34.30%之權

益。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林建名先生、余寶珠女士及賴元芳女士均為麗新製衣之董事，

並合共持有麗新製衣已發行股本約42%之權益。

附註2： 新中地產有限公司（「新中」）持有21,429,000股股份（「新中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0.70%。麗新發展於一九九九年四月授予新中一項購股權，據此，新中有權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七

日起至其後42個月止向麗新發展發出不少於七日之書面通知，要求麗新發展以每股0.464港元之

價格（已於可換股擔保債券強制性轉換完成後調整並可予進一步調整）出售最多達230,000,000股

本公司之現有股份予新中，就披露權益條例而言，新中、中國銀行及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被

視作於本公司上述230,000,000股股份及新中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之權益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任

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10%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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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

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各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

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

定。本公司各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應選連任。

本公司已根據最佳應用守則第14段成立審核委員會。於本公佈日期，該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旭陞先生及王怡瑞先生組成。中期

報告書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建岳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