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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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經審核綜合
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營業額 2 209,281 286,357
銷售成本 (82,205) (135,946)

毛利 127,076 150,411

其他收益及盈利 22,082 20,783
銷售及分銷成本 (95,236) (79,050)
行政開支 (53,656) (54,982)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599) (333)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58,799 —

經營活動溢利 3 158,466 36,829

融資成本 4 (11,497) (6,90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6,763 27,708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217,817

除稅前溢利 173,732 275,453
稅項 5 (14,252) (6,472)

期間溢利 159,480 268,981

歸屬：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99,640 260,809
少數股東權益 59,840 8,172

159,480 268,981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0.06港元 0.18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532 31,708
投資物業 437,000 250,600
發展中物業 247,239 233,250
商譽 71,907 71,90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208,845 2,177,085
可供出售之投資 272,253 188,361
應收貸款 44,3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314,076 2,952,911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財務資產 27,350 26,654
存貨 84,769 68,007
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6,819 52,021
可退回稅項 369 3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9,578 386,357

流動資產總值 448,885 533,408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10,566 21,539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8 112,450 109,411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36,965 43,867

流動負債總額 159,981 174,817

流動資產淨值 288,904 358,5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02,980 3,311,502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98,859 100,902
應付票據 195,000 195,000
應付利息 14,405 6,148
遞延稅項負債 45,237 20,379

非流動負債總值 353,501 322,429

3,249,479 2,989,073

資本及儲備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9 16,174 808,712
股份溢價賬 1,908,840 1,116,302
物業資產重估儲備 55,799 55,799
投資重估儲備 71,229 (12,663)
資本儲備 148,694 148,694
㶅兌儲備 49,719 43,544
保留盈利 726,580 626,940

2,977,035 2,787,328

少數股東權益 272,444 201,745

3,249,479 2,989,073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份 物業 投資重估 㶅兌 保留盈利／ 少數
股本 溢價賬 重估儲備 儲備 資本儲備 一般儲備 波動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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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之權益總額
先前呈報 718,855 1,119,738 65,340 — 4,311,182 57 28,214 (4,433,648 ) 1,809,738 144,320 1,954,058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1 — — (9,541 ) — (102,349 ) — — 41,848 (70,042 ) — (70,042 )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重列權益總額 718,855 1,119,738 55,799 — 4,208,833 57 28,214 (4,391,800 ) 1,739,696 144,320 1,884,016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對負商譽的影響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 — — — — (3,701,838 ) — — 4,338,821 636,983 — 636,983
聯營公司 1 — — — — — — — 3,577 3,577 — 3,577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
重列權益總額 718,855 1,119,738 55,799 — 506,995 57 28,214 (49,402 ) 2,380,256 144,320 2,524,576

期內權益變動（未經審核）：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45 ) — (45 ) — (45 )
聯營公司 — — — — — — 530 — 530 — 530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收入
及開支淨額 — — — — — — 485 — 485 — 485

期內溢利（重列） — — — — — — — 260,809 260,809 8,172 268,981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
解除及轉撥（重列） — — — — (358,301 ) (57 ) (16,736 ) 358,301 (16,793 ) — (16,793 )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358,301 ) (57 ) (16,251 ) 619,110 244,501 8,172 252,673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重列） 718,855 1,119,738 55,799 — 148,694 — 11,963 569,708 2,624,757 152,492 2,777,249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 808,712 1,116,302 55,799 (12,663 ) 148,694 — 43,544 626,940 2,787,328 201,745 2,989,073

期內權益變動：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1,278 — 1,278 — 1,278
聯營公司 — — — — — — 4,897 — 4,897 — 4,897

可供出售之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 — — 83,892 — — — — 83,892 — 83,892

直接於權益確認的收入
及開支淨額 — — — 83,892 — — 6,175 — 90,067 — 90,067

期內溢利 — — — — — — — 99,640 99,640 59,840 159,480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83,892 — — 6,175 99,640 189,707 59,840 249,547
股本削減 9 (792,538 ) 792,538 — — — — — — — — —
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 — — 10,859 10,859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16,174 1,908,840 55,799 71,229 148,694 — 49,719 726,580 2,977,035 272,444 3,249,479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a)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核數
師審核，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b)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本集團已決定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提
早採用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提早採用乃於本集團編製其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後進行，故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以往呈報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為與本期間之呈列方式貫徹一致及符合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新規定，若干比較數字已經相應重列及重新分類。

會計政策改變對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之影響概述於下文︰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本公司及 香港財務報告
附屬公司的影響 準則對應佔

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 聯營公司溢利
準則第3號 詮釋第21號 及虧損的影響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攤銷減少 8,990 — — 8,99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增加 — — (1,637) (1,637)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減少 (2,203,632) — — (2,203,632)
已確認負商譽減少 (13,657) — — (13,657)

期內溢利減少 (2,208,299) — (1,637) (2,209,936)

應佔溢利減少：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2,208,299) — (1,637) (2,209,936)

每股盈利減少（港元） (1.54) — — (1.54)

會計政策改變對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權益之影響概述於下文︰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本公司及 香港財務
附屬公司的影響 報告準則對

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 應佔聯營公司
準則第3 號 詮釋第21 號 權益的影響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
總權益
物業重估儲備減少 — (9,541) — (9,541)
累計虧損減少／（增加） 4,338,821 (2,902) 48,327 4,384,246
資本儲備減少 (3,701,838) — (102,349) (3,804,187)

權益增加／（減少） 636,983 (12,443) (54,022) 570,518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總權益
物業重估儲備減少 — (9,541) — (9,541)
累計虧損減少／（增加） — (2,902) 44,750 41,848
資本儲備減少 — — (102,349) (102,349)

權益減少 — (12,443) (57,599) (70,042)

2. 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

成衣經營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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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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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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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94,588 263,373 — — 8,473 9,697 6,220 13,287 — — 209,281 286,357
分類間之銷售 — — — — — 12 — — — (12 ) — —
其他收益及盈利 13,310 16,198 — — 107 — — — — — 13,417 16,198

總計 207,898 279,571 — — 8,580 9,709 6,220 13,287 — (12 ) 222,698 302,555

分類業績 4,119 24,079 — — 150,810 8,580 (5,128 ) (415 ) — — 149,801 32,244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其他收益及盈利 8,665 4,585

經營活動溢利 158,466 36,829
融資成本 (11,497 ) (6,901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6,763 27,708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217,817

除稅前溢利 173,732 275,453
稅項 (14,252 ) (6,472 )

期內溢利 159,480 268,981

歸屬： 99,640 260,809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59,840 8,172

少數股東權益 159,480 268,981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益之資料：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
香港 中國大陸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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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31,698 121,590 77,583 108,254 — 56,513 209,281 286,357

3. 經營活動溢利

本集團經營活動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折舊 6,678 4,09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2,922) (4,266)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財務資產未變現重估收益 (696) (2,952)
按公平值入賬而其變動將計入收益表之股息收入 (458) (427)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914) (466)
其他利息收入 (3,597) (5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盈利） 14 (42)

4.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以下項目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802 963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應付票據及其他借貸 10,695 5,938

利息開支總額 11,497 6,9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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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7.5%）之稅率計算而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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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當時稅率，根據當時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本期間稅項撥備：
本期稅項  —  香港 — 2,000
遞延稅項 24,858 4,472

24,858 6,472

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內地 (10,606) —

本期間稅項 14,252 6,472

6.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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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99,64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及重列）︰260,809,000港
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617,423,423股（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1,437,709,71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出現可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7. 應收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應收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30至180天。

本公司之上市分支集團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鱷魚恤集團」）實行其自訂之信貸政策。除了在鱷魚恤集團零售店以現金進
行之銷售外，批發客戶大多以信貸作為交易條款，而新客戶一般則需要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後30天內結帳，但若干信譽良好之客戶之
還款期則延長至90天。各客戶均有指定之信貸限額。

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尚未收取之應收賬款，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檢查逾期償還之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即期至90日 8,738 7,001
91日至180日 3,490 5,269
181日至365日 98 266
365日以上 1,368 4,414

13,694 16,950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3,125 35,071

56,819 52,021

（股份代號：191 ）

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第一頁）



8.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即期至90日 20,191 17,601
91日至180日 1,733 1,180
181日至365日 338 1,049
365日以上 12,576 14,455

34,838 34,285
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77,612 75,126

112,450 109,411

9.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4,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4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617,423,423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1,617,423,423股
每股面值0.50港元之普通股） 16,174 808,712

根據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透過註銷當時法定股份的已繳股本每股0.49 港元，將本公司當時法定股份的面值
由每股0.50 港元減至0.01 港元。按當日的1,617,423,423 股已發行股份計算，削減股本的進賬約為792,538,000 港元，撥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
賬。

10.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有以下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及欣楚有限公司（「欣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Rich Promise Limited（「買方」，由林建名先生
全資擁有之公司）及林建名先生（擔任買方之擔保人）訂立有條件購股協議。根據有條件購股協議，本公司及欣楚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
314,800,000股鱷魚恤普通股，相當於鱷魚恤已發行股本約51.01%，現金代價為192,028,000港元（「鱷魚恤出售」）。由於林建名先生同為本
公司及買方兩者之董事，而買方為林建名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故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鱷魚恤出
售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因此，完成鱷魚恤出售必須（其中包括）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b)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裕迅投資有限公司（「裕迅」，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鱷魚恤訂立有條件發展協議（「發展協議」），
重新發展位於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79號、現由鱷魚恤擁有及作為工業用途的物業（「物業」）。在物業上重建之大廈（「新大廈」）現時預期將
為商業辦公室大廈。

根據發展協議︰

(i) 鱷魚恤負責就有關政府機關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四日授出並獲鱷魚恤接納之地契修訂向有關政府機關支付地價274,070,000港元。鱷
魚恤已於接納地契修訂時支付地價的10%，於結算日後，鱷魚恤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繳付餘下90%之地價；

(ii) 如發展協議成為無條件，裕迅須向鱷魚恤支付137,035,000 港元，即地價的50%；

(iii) 鱷魚恤已給予裕迅有關物業的獨家發展權；

(iv) 裕迅負責清拆現有大廈，並根據裕迅與鱷魚恤協定之物業發展計劃興建新大廈，而裕迅須承擔有關建設及落成新大廈的一切發展及
建設成本（現時估計約361,000,000 港元）及項目管理費；

(v) 倘裕迅需要就發展及建設成本融資，則鱷魚恤同意在有關借貸機構合理要求下自行或安排他人就物業提供抵押，並預期本公司會就
上述融資提供公司擔保；及

(vi) 裕迅須於物業交吉至新大廈落成期間，每季向鱷魚恤支付2,130,000港元，以換取鱷魚恤提供物業作為建設融資的抵押。

新大廈落成後，新大廈的擁有權須按總建築面積1比1.4的比例分配及分發予裕迅及鱷魚恤。假設以現時估計新大廈的總建築面積為240,000
平方呎計算，裕迅可擁有新大廈總建築面積100,000平方呎部份（將主要用作零售及餐廳）的擁有權，而鱷魚恤則可擁有新大廈餘下總建築
面積140,000平方呎部份（將主要用作辦公室）的擁有權。此外，鱷魚恤會將所有車位的擁有權轉讓予本公司及鱷魚恤平均擁有股權的一家
投資控股公司。

發展協議須待（其中包括）完成上文 (a)段所述之鱷魚恤出售方可作實。於鱷魚恤出售完成後，買方將擁有鱷魚恤約51.01%權益，故根據上
市規則，鱷魚恤將為由林建名先生擁有之買方之聯繫人士。由於林建名先生現為本公司董事，故此鱷魚恤於完成鱷魚恤出售後將成為本
公司之關連人士。發展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本公司現時擁有鱷魚恤54.93%股權，故其為鱷魚恤之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發
展協議亦構成鱷魚恤之關連交易。因此，發展協議必須獲得本公司及鱷魚恤各自的獨立股東於各自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c)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Rightop Asia Limited（「Rightop」，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與Goldthrope
Limited（「Goldthrope」，麗豐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根據協議，Rightop同意出售而Goldthrope同意購買Assetop Asia Limited（「Assetop」）
全部已發行股本及Rightop向Assetop提供之股東貸款，總代價為393,000,000港元（「Assetop出售」）。Goldthrope將予收購之主要資產為中國
內地上海一項發展中物業。Goldthrope將支付代價之方式為︰ (i)按每股0.40港元之價格配發及發行565,000,000股麗豐新普通股予本公司；
及 (ii)發行167,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予Rightop。承兌票據為無抵押、按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當時的港元最優惠利率計息及自發出
當日起計滿四年之日到期。

根據上市規則，Assetop出售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故必須獲得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由於本公司擁有麗豐45.13%股權，
故本公司為麗豐之關連人士。Assetop出售構成麗豐之關連交易，且必須獲得麗豐之獨立股東於其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於Assetop出售完
成後，本集團於麗豐之股權將由45.13%增至49.95%。

(d)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麗豐公佈其與凱德置地中國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以按每股0.40港元之價格認購
1,610,000,000股麗豐新普通股。完成認購協議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後始能作實，其中包括獲得麗豐股東於其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及完成Assetop
出售。

於認購協議完成後，本集團於麗豐之股權將由49.95%（即本集團於Assetop出售完成後於麗豐之股權）攤薄至39.96%。

就 (a)、 (b)及 (c)而言，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之公佈。就 (d)而言，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之公佈。除上述披
露之事項外，本集團並無重大結算日後之事項。

11. 比較數字

誠如本公佈附註1所進一步說明，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及重列，以與本期間之呈列方式貫徹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於去年同期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上半年之營業額下跌27%至209,000,000港元。營業額下跌乃由於本公司結束製衣業務及其上市附屬公司鱷魚恤有限公司
之營業額減少7%所致。然而，毛利率有所改善，令毛利之跌幅限於僅16%。於回顧之半年內，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經
審核綜合溢利淨額為100,0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261,000,000港元（未經審核及經重列）有所減少。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

麗豐現由本集團持有45.13%權益，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淨額69,000,000港元，
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溢利淨額43,000,000港元。有關大額溢利主要來自經營活動。營業額增加137%至593,000,000港元，
主要由於確認出售位於上海之凱欣豪園第一期924單位所致。此單位之預售收益為494,000,000港元。物業投資收入亦見32%上升，
主要是由於麗豐於廣州之商業物業五月花商業廣場已於去年峻工而帶來貢獻所致。

鱷魚恤有限公司（「鱷魚恤」）

於本半年期間，鱷魚恤錄得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淨額133,0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首半年之18,000,000港元有所增加。
溢利淨額大幅上升主要由於重估投資物業收益147,000,000港元所致。在營運方面，本期間之營業額減少7%至198,000,000港元，惟
毛利率則由51%改善至59%。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

本集團現時擁有麗新發展12.42%，而麗新發展現時擁有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34.83%權益。於本半年期間，麗新發展
錄得未經審核綜合溢利淨額231,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淨額1,171,000,000港元。豐德麗於二零零五年錄得經審核綜合
溢利淨額210,000,000港元，而二零零四年則錄得虧損146,000,000港元（經重列）。

前景

誠如本公佈附註10所述，自結算日以來本集團已訂立三項有條件協議。於完成向Rich Promise Limited有條件出售鱷魚恤51.01%
權益後，本集團將不再從事製衣業務。然而，根據發展協議條款，本集團將繼續持有鱷魚恤位於觀塘開源道79號物業之權益。管
理層深信此項目將對本集團有利，並將成為其投資物業組合一重要部份，進一步擴大租金收入來源。亦誠如附註10所述，本集團
已有條件同意向麗豐出售一項位於上海發展中物業之權益。緊隨該項出售完成後，本集團於麗豐之股權將增加至49.95%。

麗豐仍樂觀展望中國內地長江及珠江三角洲之經濟發展，因此將繼續專注主要位於上海及廣州之物業投資及發展項目，把握機會
增大其土地儲備。誠如附註10所述，建議向凱德置地中國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發行麗豐新股。發行新股將攤薄本公司於麗豐之股權
至39.96%，惟凱德置地集團加盟成為麗豐之策略性股東將可鞏固麗豐在中國物業市場之地位。

麗豐之投資物業將繼續帶來穩定之租金收入。在物業發展方面，麗豐預期在二零零六年中開展凱欣豪園第二期之建築工程，包括
分為六座之466個住宅單位，並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峻工。廣州方面，麗豐現正進行東風廣場第四期之發展，預期將於二
零零六年底峻工。

麗新發展之物業投資收入及酒店業務收入預期將持續穩步增長。其亦致力改善香港物業投資組合及酒店資產之回報。尤其，鑑於
中環甲級寫字樓之需求強勁但新增供應單位有限，故麗新發展正評估重新發展麗嘉酒店之潛力。

麗新發展聯營公司豐德麗現正就其位於澳門路蕌之物業落實總發展計劃圖，並擬與一名或多名合作夥伴以合營形式發展該項目，
惟該計劃須待有關澳門機關之審批。該計劃圖將包括以下元素：兩間酒店合共1,150間客房、酒店住客總建築面積約145,000平方
米、零售商舖面積約90,000平方米及娛樂設施合共約125,000平方米。第一期包括總建築面積約340,000平方米之建築項目，而第二
期則包括總建築面積約215,000平方米之建築項目。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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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償
還林建岳先生之貸款67,000,000港元及銀行借貸37,000,000港元）合共達331,000,000港元。本集團於當日扣除少數股東權益之綜合
資產淨值為2,977,000,000港元。於當日之負債資本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與資產淨值（扣除少數股東權益）之百分比）約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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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產執行人的通知，表示上述應付票據及應償還貸款毋須於結算日後一年內償還。應償還
林建岳先生的貸款毋須於結算日後一年內償還。餘下之銀行借貸37,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或續期。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為港元，因此可避免不必要之外㶅風險。本集團所持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為
單位。大部份銀行及其他借貸均為浮息債項。本集團將會密切注意利率走勢，並且會在有需要時採用對沖工具，以對沖未可預計
之利率波幅。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434,000,000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抵押。此外，
本集團持有之115,000,000股麗豐普通股及96,000,000股鱷魚恤普通股亦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短期上市投資分別為280,000,000港元及27,000,000港元，足以應付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第13章」）作出披露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1,617,423,423股。根據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前5個交易日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每日報價表所列之平均收市價0.532港元計算，本公司之總市值（「總市值」）為860,469,261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達耀香港有限公司（「達耀」，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Proven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Proven
Honour」）與寶鼎集團有限公司（「寶鼎」）訂立貸款融資協議（「貸款融資協議」）。根據貸款融資協議，達耀及Proven Honour同意向
寶鼎提供100,000,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融資，由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起為期三年。最多70,000,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融資將由達
耀提供。由於達耀所授出之70,000,000港元循環融資超過總市值8%，故給予寶鼎之墊款詳情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第13.20段載列如
下︰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實體名稱 融資金額 未償還金額 未動用金額

寶鼎集團有限公司 70,000,000港元 44,300,000港元 25,700,000港元

墊款乃按年利率27%計息，並由（其中包括）(i)寶鼎及其附屬公司資產之固定及浮動押記；及 (i)寶鼎股份之押記作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涵蓋的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
惟守則條文A.4.1 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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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退任條文，規定現任之董事須自其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上次獲選起每三年輪流告退一次，
而退任董事符合資格重選連任。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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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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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林建名先生、林建岳先生、蕭繼華先生、李寶安先生與林建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余寶珠女
士、趙維先生、賴元芳女士與林煒琦小姐（ 賴元芳女士的替代董事）；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溫宜華先生、梁樹賢先生與周炳朝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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