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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具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
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G.A.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
足以令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帶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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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書
致：G.A.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完成審閱載於第4至第26頁之中期財務資料，包括G.A.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有關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必須符合當中有關條文以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本中期財務資料。

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吾等審核工作之結果，對本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吾等所協
定之委聘條款，僅向　閣下全體報告吾等之結論，除此之外不得作其他用途。吾等概不
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責任或接納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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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
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
範圍，故不能令吾等保證吾等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
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吾等之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28號
12樓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

林敬義
執業證書號碼：P0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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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13,073 127,390 230,539 246,277

其他收入 2 11,294 15,780 22,220 74,635

存貨變動 (1,370) (24,750) (14,284) (25,371)

已購入汽車零配件及汽車 (58,453) (50,606) (128,531) (122,416)

僱員福利開支 3 (19,473) (16,448) (31,829) (28,276)

折舊及攤銷 (5,624) (5,959) (11,835) (12,673)

經營租賃費用 (3,879) (5,037) (8,408) (9,964)

匯兌差額淨額 (2,123) (150) (1,972) (1,394)

商譽減值虧損 7 – (3,750) – (3,750)

其他開支 (18,291) (15,791) (33,401) (31,603)
      

經營業務溢利 15,154 20,679 22,499 85,465

財務成本 3 (1,222) (1,642) (2,679) (4,053)
      

未計所得稅溢利 3 13,932 19,037 19,820 81,412

所得稅開支 4 (6,511) (6,764) (9,656) (11,859)
      

期內溢利 7,421 12,273 10,164 69,553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隨後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11,463) (2,437) (9,190) (13,225)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4,042) 9,836 974 5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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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103 15,187 12,813 74,536

非控股權益 (682) (2,914) (2,649) (4,983)
      

7,421 12,273 10,164 69,553
      

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103) 12,638 3,831 61,323

非控股權益 (939) (2,802) (2,857) (4,995)
      

(4,042) 9,836 974 56,328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5 1.70 3.19 2.69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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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96,494 98,567

租賃土地 4,077 4,206

預付租金開支 30,353 31,402

商譽 7 – –
    

130,924 134,175
    

流動資產
存貨 78,449 92,733

應收貿易賬款 8 150,313 102,4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30,570 335,770

已抵押存款 23,102 23,945

現金及銀行結餘 60,328 86,413
    

642,762 641,2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8,426 37,91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0,013 43,573

借貸 91,454 105,70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87 293

應付董事款項 26,359 27,315

應付稅項 10,436 14,641
    

226,975 22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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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415,787 411,84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46,711 546,020
    

非流動負債
借貸 4,841 6,312

遞延稅項負債 5,271 4,083
    

10,112 10,395
    

資產淨值 536,599 535,62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7,630 47,630

儲備 479,464 475,633
    

527,094 523,263

非控股權益 9,505 12,362
    

權益總額 536,599 535,62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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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附註）

資本儲備
（附註）

匯兌儲備
（附註）

保留溢利
（附註）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7,630 29,522 8,623 (646) 438,134 523,263 12,362 535,625

期內溢利 – – – – 12,813 12,813 (2,649) 10,164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 – – (8,982) – (8,982) (208) (9,19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982) 12,813 3,831 (2,857) 97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7,630 29,522 8,623 (9,628) 450,947 527,094 9,505 536,59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47,630 29,522 8,623 38,327 342,126 466,228 26,362 492,590

期內溢利 – – – – 74,536 74,536 (4,983) 69,553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 – – (13,213) – (13,213) (12) (13,22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3,213) 74,536 61,323 (4,995) 56,32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47,630 29,522 8,623 25,114 416,662 527,551 21,367 548,918
         

附註： 該等儲備賬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之綜合儲備479,464,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5,63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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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1,562 (11,43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44) (4,39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988 2,093

已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367 (750)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8,689) (3,049)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之所得款項 33,889 76,776

償還銀行借貸 (45,736) (64,136)

其他融資活動 (7,022) (7,476)
   

融資活動（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8,869) 5,1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5,996) (9,31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6,413 34,272

匯兌調整 (89) (1,41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現金及銀行結餘 60,328 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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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G.A.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銅鑼灣希慎道8號
裕景商業中心12樓120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銷售汽車及提供汽車相關技術服務，以及汽
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

除另有註明者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且
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經本公司董事會授權刊發。

(a) 合規聲明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並無收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需之全部資料及披露，須與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除下述者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
採納之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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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續）
(b)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二零
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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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多項修訂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
概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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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以下類別確認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汽車 21,902 33,314 58,826 57,410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 82,848 87,198 158,902 174,840

技術費收入 8,323 6,878 12,811 14,027
     

113,073 127,390 230,539 246,277
     

其他收入
汽車租賃收入 6,379 6,574 13,077 13,312

按攤銷成本列值之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28 100 457 493

豁免應付利息（附註） – – – 45,626

佣金收入 2,748 3,788 5,539 8,325

財務擔保收入 211 2,747 424 3,770

其他 1,928 2,571 2,723 3,109
     

11,294 15,780 22,220 7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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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附註：

根據一家銀行與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簽訂之和解協議，待長期本金欠款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底悉
數償還後，該銀行同意豁免本集團本金欠款之餘下應計利息以及法律費用。故此，於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因本集團償付未償還債務本金，豁免利息及相關成本所產生
之收入45,626,000港元已予確認。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確認下列報告分類：

• 汽車銷售及提供汽車相關技術服務（「業務一」）

•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業務二」）

上述各營運分類作為各可呈報產品及服務（須使用不同資源及營銷方法）獨立管理。期內，本集
團已刪除先前按由German Automobiles Pte Ltd銷售汽車予German Automobiles Limited（兩
間公司均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之佣金收入（「業務三」）呈報的一項營運分類之披露資料，
原因為該等附屬公司在業務三項下不再賺取任何收入且產生開支而且於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六年
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可呈報分類收入及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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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a) 分類收入、分類業績及其他分類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務一 業務二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收入 71,637 158,902 230,539
    

報告分類溢利 2,210 16,383 18,593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2,965) (2,350) (5,315)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 (594) (5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694) – (2,694)

期內非流動資產添置 7,579 552 8,131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務一 業務二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收入 71,437 174,840 246,277
    

報告分類（虧損）╱溢利 (7,796) 33,275 25,479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3,358) (2,891) (6,249)

商譽減值虧損 (3,750) – (3,750)

存貨減值虧損 (1,898) – (1,898)

期內非流動資產添置 95 2,185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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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業務一 業務二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資產 149,636 486,675 636,311
    

報告分類負債 83,812 89,066 172,878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業務一 業務二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資產 143,877 464,439 608,316
    

報告分類負債 89,503 78,526 168,029
    

(c) 分類資料與中期財務資料中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收入 230,539 246,277
 

 

 

報告分類溢利 18,593 25,479

汽車租賃收入 13,077 13,312

其他收入 9,143 61,323

未分配企業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 (4,589) (4,069)

 折舊及攤銷 (6,520) (6,424)

 經營租約開支 (1,004) (932)

 其他 (8,597) (6,939)

未分配財務成本 (283) (3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820 8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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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c) 分類資料與中期財務資料中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對賬（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資產 636,311 608,316

非流動企業資產（附註(i)） 34,864 36,549

流動企業資產（附註(ii)） 102,511 130,601
   

綜合總資產 773,686 775,466
   

報告分類負債 172,878 168,029

非流動企業負債（附註(iii)） 10,112 10,395

流動企業負債（附註(iv)） 54,097 61,417
   

綜合總負債 237,087 239,841
 

 

 

附註：

(i) 非流動企業資產主要包括並未直接分屬於經營分類業務活動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ii) 流動企業資產主要包括並未直接分屬於經營分類業務活動或按組別予以管理之應
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已付按金、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存款。

(iii) 非流動企業負債包括並未直接分屬於經營分類業務活動之遞延稅項負債及借款。

(iv) 流動企業負債包括並未直接分屬於經營分類業務活動或按組別予以管理之其他應
付款項、計提費用、稅項負債及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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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d) 地區分類

本集團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及其非流動資產按以下地區劃分：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 截至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 – 2,949 3,38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30,539 246,277 93,111 94,243

香港 – – 34,864 36,549
     

230,539 246,277 130,924 134,175
     

客戶之地理位置是根據獲提供服務或貨品付運之地點而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是
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或經營所在地而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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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計所得稅溢利
未計所得稅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須於五年內
 悉數償還之借貸利息支出 1,025 1,411 2,269 3,643

融資租賃款項之利息部份 197 231 410 410
     

1,222 1,642 2,679 4,05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工資 16,643 14,288 26,943 24,645

其他福利 1,786 1,659 3,182 2,555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 1,044 501 1,704 1,076
     

19,473 16,448 31,829 28,276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99 5,718 11,376 12,1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收益） 2,340 (1,442) 2,298 (1,679)

預付租金開支之攤銷 205 220 413 440

預付經營土地租賃開支之年度費用 20 21 46 49

存貨減值虧損 – 1,898 – 1,898

商譽減值虧損 – 3,750 – 3,750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 – 594 –

財務擔保開支 651 1,141 651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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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307 767 614 1,285

即期－海外
期內支出 4,997 5,997 7,835 10,574
     

即期稅項開支 5,304 6,764 8,449 11,859
     

遞延稅項開支 1,207 – 1,207 –
     

所得稅開支總額 6,511 6,764 9,656 11,85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計提撥備。海外利得
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就於中國之業務作出之所得稅撥備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國內投資及國外
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均統一為25%（二零一五年：25%）計算。

新加坡的經營所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二零一五年：17%）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本集團需於中國附屬公司分派溢利時繳付預扣稅。遞延稅項約
1,20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已於中期財務資料內就有關溢利之暫時差額計提
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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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8,10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15,18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76,3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476,3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12,8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74,53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76,3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476,3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均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
普通股，因此有關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分別與其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6.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總成本約14,84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37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出售總賬面值約4,28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4,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7. 商譽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值
期初╱年初 – 3,750
確認之減值虧損 – (3,750)
   

期末╱年末 – –
 

 

 

商譽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內全部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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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之信貸期一般為三至九個月。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如
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61,582 40,931

91至180日 18,844 22,576

181至365日 52,062 25,506

1年以上 19,292 14,913
   

151,780 103,926

減：應收款項減值之撥備 (1,467) (1,496)
   

150,313 102,430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記入撥備賬內，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該筆款項之機會甚微，在此情況
下，減值虧損將直接從應收貿易賬款撇銷。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之結餘 1,496 1,674

先前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回 – (84)

匯兌差額 (29) (94)
   

期末╱年末之結餘 1,467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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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墊予中寶集團之款項（附註） 256,252 244,401

預付租金開支之即期部份 880 837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已支付按金 73,438 90,532
   

330,570 335,770
   

附註：

本集團與廈門中寶汽車有限公司（「廈門中寶」）及其若干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中寶集團」）維持
長期業務往來關係。

根據本集團與中寶集團訂立之技術及管理服務協議（「技術協議」），本集團將向中寶集團提供專
門技術管理服務及財務資助，包括對中寶集團於銷售國內生產寶馬汽車之運作提供墊款。本集
團收取之技術費乃經參考中寶集團特定車型汽車之每月實際銷量後按議定條款設定。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向中寶集團客戶銷售汽車零部件以及提供汽車服務。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上述交易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包括墊予中寶集團之款項尚未償還餘額）為388,462,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8,090,000港元）。扣除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餘
額後，有關款項減少至381,51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5,818,000港元）。
該金額為免息及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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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續）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本集團與廈門中寶訂立協議（「二零一五年還款協議」）。根據二零一
五年還款協議，廈門中寶同意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前分期付款償還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尚未償還淨餘額。根據二零一五年還款協議，廈門中寶已購買之所有汽車已抵押予本
集團，作為償還中寶餘款之擔保。另外，廈門中寶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後所購入之汽車均
會抵押予本集團，直至中寶集團全數還款，包括償還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後因交易產生之應
收貿易賬款及墊款。當中寶集團全數清還所有尚未償還之餘額，本集團將解除對該等汽車之抵
押。

只要中寶集團尚有欠款，上述二零一五年還款協議將繼續生效，故此對中寶集團的欠款提供了
保障。

由於上文所述還款記錄令人滿意且附有抵押品，董事認為應收中寶集團之墊款及貿易賬款可全
額收回，故毋須計提減值撥備。

10.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個月。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7,347 31,064

31至180日 20,035 4,720

181至365日 416 811

1至2年 580 1,222

2年以上 48 100
   

48,426 3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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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按經營租賃安排出租其汽車。租約年期乃由本集團與各承租人共同協定。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以下年期到期日應付之未來最低應收租金
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967 13,201

一年後至五年內 9,925 11,883
   

21,892 25,084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傢俬及設備以及汽車。租賃物業協定租
期介乎一年至十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應付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384 15,182

一年後至五年內 17,380 20,319

五年後 12,412 10,014
   

39,176 4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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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續）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並未撥備之承擔約為
2,76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06,000港元）。

12.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授予之擔保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寶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本金（附註） 175,500 143,280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約為2,06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為1,876,000港元）包括就上述擔保確認之負債。

13. 與中寶集團間之交易
除附註9及12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因銷售汽車服務及零
件產生收入20,25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268,000港元（不含增
值稅）），並自中寶集團賺取技術費收入12,8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4,02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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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關連方進行下列交易：

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層人員為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人員。僱員福利開支包括主要管理層人員之
薪酬，其中包括下列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管理層人員福利：
 短期僱員福利 3,261 2,587

 離職後福利 70 92
   

3,331 2,67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本集團的總收入錄得輕微減少。
主要因技術費收入以及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所得收入均有所減少，並為汽車的銷售
隨著超豪華汽車品牌經銷店自二零一四年年中起全面開業而持續增加所抵銷。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溢利為10,16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
69,553,000港元。溢利減少主要由於i)本期間總收入及毛利率減少；及ii)本期間並無如
二零一五年般因債權人豁免應付利息45,626,000港元而產生一次性收入所致。回顧期間
之全面收入總額為974,000港元，去年同期經對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作出
調整後則為56,3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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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車銷售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汽車銷售產生之收入約為58,826,000港
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2.5%。銷售額增加反映出客戶對本集團於福州豪華品
牌4S店之識知度日益提升。

2.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

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件所產生之收入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9.1%至
158,902,000港元。隨著中國宏觀經濟及汽車行業發展放緩，售後服務相應受到影
響，本集團來自售後服務之收入隨之減少。

3. 技術費收入

本集團自廈門中寶汽車有限公司（「廈門中寶」）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與關連公司（統稱
為（「中寶集團」）為本地組裝出售的寶馬汽車所提供的管理顧問及技術支援服務取得
技術費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技術費收入約為12,811,000港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減少約8.7%。減少主要由於期內由中寶集團出售的本地組裝寶馬汽車
銷量減少所致。

4. 汽車租賃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汽車租賃業務為13,077,000港元，較
二零一五年同期維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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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由二零一五年同期
246,277,000港元減少6.4%至230,539,000港元。淨減少乃由於汽車服務及銷售汽車零
件所得收入與技術費收入均有所下跌，以及抵銷汽車銷售增加所致。

毛利

中期期間之毛利為87,724,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10.9%。中期期間之毛利
率則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約40.0%減至中期期間約38.1%。

毛利率下降主要因i)汽車及若干增值服務之價格因應供求關係變動而持續受壓；及ii)溢
利相對微薄的汽車銷售所貢獻之銷售額比重增加所致。

僱員福利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僱員福利開支為31,829,000港元，較
二零一五年同期之28,276,000港元增加12.6%，此乃由於一次性酌情花紅及銷售員銷售
佣金增加所致。

經營租賃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租賃開支由二零一五年同期之9,964,000港
元減少15.6%至二零一六年之8,408,000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將福州一處展廳由市內
遷至市外令每月租金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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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之匯兌虧損約1,97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匯兌虧損約
1,394,000港元。匯兌虧損來自將應收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及往來公司結餘由人民
幣轉換為港元所致。

其他開支

於中期期間，其他開支約為33,401,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5.7%。增加乃由
於促銷開支及其他市場營銷費用增加以及抵銷財務擔保費用撥備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約為9,656,000港元，較二零一五
年同期約11,859,000港元減少約2,203,000港元。所得稅開支金額為即期稅項開支約
8,449,000港元及計提分派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溢利產生預扣稅時產生之遞延稅項約
1,207,000港元之總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2,813,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同期則錄得74,536,000港元。淨減少乃由於i)中期期間總收入及毛利率減少；ii)

本期間並無如二零一五年般因債權人豁免應付利息45,626,000港元而產生一次性收入；
及iii)本期間並無如二零一五年般就商譽及存貨計算減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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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536,59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35,625,000港元）。流動資產約為642,76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41,291,000港元），其中約83,43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358,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流動負債約為226,97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29,446,000港元），主要為應付貿易賬款、借貸、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
款項以及應付董事款項。本集團之非流動負債約為10,11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395,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約為1.13港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港元）。

負債資本比率

本集團之負債資本比率按借貸總額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負債淨額）再除以資本總額
加負債淨額所得之百分比計算。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資本比率約為
0.06（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承擔約為
2,76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06,000港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定期存款約12,45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784,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10,647,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61,000港元）則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一家供應商之
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另就中寶集團取得之銀行信貸提供本金總額達
175,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280,000港元）之銀行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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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431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431名）僱員。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31,829,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13.8%，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12.6%。本集團之政策為定期審閱僱員薪酬水平及表現
花紅體制，從而確保薪酬政策在業內具有競爭力。

退休福利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及香港強積金之僱主供款總額合共約達
1,7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76,000港元）。

本集團債務證券之資本結構

於中期期間及二零一五年同期，本集團並無任何已發行之債務證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廈門寶馬汽車維修有限公司（「廈門寶馬」）
與廈門中寶就廈門寶馬可能收購三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而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
解備忘錄（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之補充諒解備忘錄補充）（「諒解備忘錄」）。
有關諒解備忘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及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於本報告日期，訂約各方尚未訂立正式協議。 

 

除根據諒解備忘錄擬進行之可能收購事項外，本集團並無特定計劃進行重大投資或收購
主要資本資產或其他業務。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業務發展的新機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有關資本承擔之詳情，敬請參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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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概無與本集團業務或財務表現相關之重大事項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之後發生且須提請董事垂注。

前景
本年度，隨著中國經濟整體發展放緩，且國內汽車市場出台多項改革政策及規定，市場
已步入競爭更為激烈、消費日趨理性的新時代。大多數豪華車型的售價及售後服務將持
續受壓。然而，中國仍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本集團的汽車銷售業績料會隨著新型豪
華汽車的近期推出而得以改善。一方面，本集團將加大力度控制經營成本；另一方面，
本集團將在傳統售後服務業務基礎上增強其增值業務的實力，以便於本年度餘下時期增
加收入。本公司堅信，憑藉其經驗豐富且專注優質服務的管理團隊，必可權衡在應對年
內的挑戰時所面臨的風險與機遇。

本集團會奮力持續發展其核心業務及汽車租賃業務，並透過自身發展以及收購或合營積
極擴展業務。

董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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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條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已擁有或被視為
已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
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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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好倉

所持股份數目
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概約持股百分比
       

羅文材 被視作權益 – 32,676,320

（附註）
45,284,000

（附註）
77,960,320 16.37%

張希 實益擁有人 500,000 – – 500,000 0.1%

馬恒幹 實益擁有人 500,000 – – 500,000 0.1%

附註：

在羅文材先生被視為擁有權益之77,960,320股股份中，(i)45,284,000股股份由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由羅爾平先生及羅文材先生分別擁有64%及21%權益）持有；及(ii) 

32,676,320股股份由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由羅爾平先生擁有100%權益）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羅文材先生為羅爾平先生之父親，其被視為擁有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

及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股份之權益。緊隨中期期間結束後，羅文材先生已於二零一六
年七月四日辭任本公司董事職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該條條文已擁有或被視為已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

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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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以下
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或在其他方面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姓名 身份
所持有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羅爾平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1） 77,960,320 16.37%

陳靖諧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2）

71,771,085 15.07%

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71,671,085 15.05%

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

實益擁有人 45,284,000 9.51%

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2,676,320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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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在該77,960,320股股份中，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及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分別持有32,676,320股股份及45,284,000股股份。羅爾平先生分別擁有該兩間公司100%

及64%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羅爾平先生被視為擁有Big Reap Investment Limited及
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持有股份之權益。Loh & Loh Construction Group 

Ltd.由羅爾平先生及羅文材先生分別擁有64%及21%權益。

2. 在該71,771,085股股份中，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71,671,085股，
陳靖諧先生擁有該公司其100%權益，及陳靖諧先生作為以實益擁有人身份直接持有100,000

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靖諧先生被視為擁有Tycoon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所持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或法團擁
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認購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概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獲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授予認購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以及彼等各自之緊密聯
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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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實體墊款
根據創業版上市規則第17.14條定義，「給予某實體的有關貸款」指應收以下各方的墊款
及代以下各方作出的一切擔保的總和：(i)實體；(ii)該實體的控股股東；(iii)該實體的附
屬公司；(iv)該實體的聯屬公司；及(v)與有關實體擁有相同控股股東的任何其他實體。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6條，當本集團向實體提供之有關貸款增幅超逾本集團資產
比例（「資產比例」）（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07(1)條）之3%，則須履行披露責任。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資產總值約為773,686,000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六年 較資產
六月三十日 資產比例 三月三十一日 比例增加
千港元 (%) 千港元 (%)

     

向中寶集團提供之擔保（附註） 175,500 22.7 144,000 3.9
 

 

 

 

 

附註：

該筆款項包括銀行授予中寶集團之融資的本金之金額。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廈門寶馬與廈門中寶訂立擔保
協議（「擔保協議」），據此，廈門寶馬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期間為廈門中寶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銀行融資總額最多為人民幣190百萬
元作出擔保（「融資擔保」）。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
本公司就融資擔保及訂立擔保協議獲得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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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本集團與廈門中寶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訂立經修訂擔保協議（「經修訂擔保
協議」），據此，廈門寶馬及其直接控股公司German Automobiles Pte Ltd.將於二零一
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為廈門中寶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
產生之銀行融資總額最多為人民幣170百萬元作出擔保。經修訂擔保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已獲股東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有關經
修訂擔保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之通函以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之公佈內。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條款絕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交易所需規定準則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亦已
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就其所知，並無任何董事違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準則及行
為守則之要求。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遵守關於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準則及規定，且董事會亦認為本公司於中期期間
已遵守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及守則條文第C.3.3條，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現由周明先生、尹斌先生及關新女士組成。周明先生為審核委員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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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主要為：(a)覆核本集團之年度報告、綜合財務報表、中期報告及
季度報告；及(b)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及(c)每年至
少與外聘核數師會面兩次，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已覆核二零一
六年中期業績並提供意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
務資料」及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並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獲董事會批准。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於中期期間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萬聚先生、林居正先生、蔡忠友先生、張希先生、
馬恒幹先生及薛國強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明先生、尹斌先生及關新 

女士。

承董事會命
G.A.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羅萬聚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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