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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在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
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人士。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
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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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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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本公司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
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致使當中任何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一切意見乃
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報告的中、英文本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sinohaijing.com（「本公司網站」）。

已選擇或被視為同意透過本公司網站收取本公司的公司通訊（「公司通訊」）的股東，如因任何理由在收取或下載
於本公司網站登載的公司通訊有任何困難，只要提出要求，均可立刻獲免費發送公司通訊的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更改收取公司通訊的方式的選擇（即收取公司通訊的印刷本，或透過本公司網站取得公司通訊），
及╱或語言版本的選擇（即英文本或中文本或中、英文本）。

股東可於任何時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或以電郵致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電郵地址為is-ecom@hk.tricorglobal.com）
提出收取本報告的要求，及╱或更改收取公司通訊的方式及╱或語言版本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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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173,05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約為
159,740,000港元增加約8.33%。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15.55%，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毛利率約為
23.95%。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5,33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
約為17,980,000港元減少約70.36%。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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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
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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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  173,051  159,738  93,536  91,347

銷售成本  (146,134 ) (121,488 ) (77,064 ) (69,208 )
        

毛利  26,917  38,250  16,472  22,139

其他收入  2,234  2,070  1,013  91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8,446 ) (14,503 ) (10,565 ) (8,902 )
        

經營溢利  10,705  25,817  6,920  14,151

融資成本  (2,647 ) (3,600 ) (1,289 ) (2,106 )
        

除稅前溢利 4  8,058  22,217  5,631  12,045

所得稅 5  (1,943 ) (4,021 ) (1,264 ) (2,364 )
        

期內溢利  6,115  18,196  4,367  9,68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5,330  17,980  3,943  9,401

少數股東權益  785  216  434  280
        

  6,115  18,196  4,367  9,681
        

股息 6  –  –  –  –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2.2港仙  7.49港仙  1.62港仙  3.9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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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8,152  116,015

 土地租賃溢價  22,007  22,272

 商譽  67,644  67,723

  207,803  206,010
    

流動資產  

 存貨  16,653  18,318

 土地租賃溢價  514  51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58,274  177,3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424  5,254

  201,865  201,420
    

資產總額  409,668  407,430
    

股東權益及負債
母公司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24,219  24,219

 儲備  190,955  185,887
    

  215,174  210,106

少數股東權益  14,889  14,119
    

權益總額  230,063  224,22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18  2,749

 銀行借貸 11  2,866  –

  5,584  2,7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98,607  110,622

 銀行借貸 11  72,280  67,929

 即期稅項  3,134  1,905

  174,021  180,456
    

負債總額  179,605  183,205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409,668  4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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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8,883  17,36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4,930 ) (22,384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217  (4,774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21,170  (9,791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54  15,823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424  6,0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現金及銀行結餘  26,424  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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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股本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未經審核） 
       法定盈餘        少數股東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公積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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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2,150  37,141  117  –  599  (15,901 ) 34,106  –  34,106

因收購附屬公司發行股份 12,069  120,690  –  –  –  –  132,759  –  132,759

發行開支 –  (3,908 ) –  –  –  –  (3,908 ) –  (3,908 )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2,356  –  12,356  236  12,592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1,891  1,891

少數股東額外注資 –  –  –  –  –  –  –  10,460  10,460

年度溢利 –  –  –  –  –  34,793  34,793  1,532  36,325

轉撥 –  –  –  5,957  –  (5,957 )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4,219  153,923  117  5,957  12,955  12,935  210,106  14,119  224,225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262 ) –  (262 ) (15 ) (277 )

期內溢利 –  –  –  –  –  5,330  5,330  785  6,11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4,219  153,923  117  5,957  12,693  18,265  215,174  14,889  23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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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師準則」）載列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
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作出若干重要會計評估，亦要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應用的會計
政策相符。

本簡明綜合帳目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經過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營業額指就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所確認之收入，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本集團
之營業額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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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售貨品 173,051  159,738  93,536  91,347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泡沫塑料包裝產品及蜂窩紙包裝產品，並為其單一業務分部。本集團的大部份資產、負債及資
本開支均位於中國或於中國耗用。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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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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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酬金 200  200  200  200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46,134  121,488  77,064  69,208
折舊 7,019  4,748  3,716  2,374
員工成本 7,709  4,852  4,299  2,430
借貸利息開支 2,647  3,600  1,289  2,106
       

5.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並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利潤，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按法定所
得稅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除以期內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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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千港元） 5,330  17,980  3,943  9,40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千為單位） 242,190  240,200  242,190  240,20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2.20港仙  7.49港仙  1.62港仙  3.9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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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增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總值為4,93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47,525,000港元）而出售為34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01,000港元）.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91,755  78,291
應收票據 31,513  58,720
   

 123,268  137,0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5,006  40,323
   

 158,274  177,334
   

本集團按客戶之信譽給予90日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98,803  97,770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23,725  38,021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526  187
一年以上 214  1,033
   

 123,268  137,011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票據 18,769  49,536
應付貿易賬款 57,006  34,445
   

 75,775  83,981
應付土地租賃溢價 1,158  1,15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814  21
應付附屬公司前任股東款項 15,322  16,702
其他應付款項 4,538  8,760
   

 98,607  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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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應付票據及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56,782  38,727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11,706  36,860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3,771  5,381
一年以上 3,516  3,013
   

 75,775  83,981
   

在應付貿易賬款內賬面值約3,123,000港元之賬款是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周鵬飛先生（「周先生」）提供擔保。

11.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總額約3,670,000港元由周先生及其配偶之物業及周先生之個人擔保抵押。

12. 股本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經審核） 100,00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未經審核）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42,189,655股每股面值0.1港元（經審核） 24,219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242,189,655股每股面值0.1港元（未經審核） 2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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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73,05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
159,740,000港元增加約8.33%。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5,330,000港
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17,980,000港元減少約70.3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約為215,170,000港元，而本集團流動資產約為201,870,000港元及
本集團流動負債約為174,020,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銀行借貸。經計及本集團現
時之財務資源後，其具備充裕資金應付其持續業務及發展所需。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73,180,000港元的資產（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8,89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銀行借貸的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形資產總值約342,020,000港元，而負債總額則約179,610,000港元。資產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有形資產總值）約為52.51%。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急速下滑，令家電緩衝包裝產品的需求放緩，本集團產品售價因而下
調，直接影響本集團毛利率及經營業績。但隨著本集團開源節流的措施見效後，本集團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
股東應佔溢利約3,940,000港元比較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的股東應佔溢利約1,390,000港元，業績有明顯改善。

而本集團相信在中國政府推行的「家電下鄉」及「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支持下，預期可有力拉動家電市場的消費，
將可為本集團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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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本集團持續發展的核心策略是「開源節流、隊伍建設」：

開源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客戶的業務外，還會積極拓展新市場。憑藉本集團有為客戶設計、開發、測試及生產緩
衝包裝產品的能力，使本集團在拓展新市場方面，極具競爭優勢。未來本集團會加強市場需求變化的敏感度及
產品設計的創意，進一步提升及利用設計優勢，擴大市場滲透率及客戶基礎。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的業務外，還會積極拓展新業務。由於泡沫塑料有良好的隔熱功能，泡沫塑料已被廣泛
利用在建材中的保溫牆內，本集團將會在建材市場進一步的開發和拓展，使本集團的業務更加多元化。

節流

本集團會加強內部管理，精簡及改善工序與流程，令營運更加流暢。本集團會通過生產技術升級，提高設備的
機械化水準，並加強員工操作技能，以提高整體生產效益，並會持續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及服務。本集團相
信提供穩定優質的產品是企業的立足之本，所以本集團會根據客戶需要，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本集團亦將持續控制庫存量於合理的低水平，以提升企業盈利。

隊伍建設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深信擁有卓越的人才隊伍，才能提高整體競爭力及凝聚力。本集團持
續為員工進行培訓及提供公平公正的晉升機會，提升管理人員素質和員工操作技能，為本集團後續發展工作沉
澱人力資源。

員工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129名。董事及員工之薪金開在支約7,709,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50,000港元）。本集團按員工表現、經驗及業界慣例釐定員工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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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證券權益之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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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指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
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權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百份比

周鵬飛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72,599,005股  71.27%

 （「周先生」）   （附註）

 實益權益 9,030,000股  3.72%

附註：

該等股份由Haijing Holdings Limited（「Haijing」）合法擁有，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由周先生全資擁有。鑒於周先生擁有Haijing之全部股權，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周先生被視為在Haijing持有
之所有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b) 本公司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淡倉

除本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股
份、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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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作出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及重大股權之
人士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悉，以下人士（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件文作出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

(a)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權
名稱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概約百份比

Haijing（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72,599,005股  71.27%

諶美華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181,629,005股  74.99%

附註：

1. Haijing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周先生全資擁有。周先生亦為Haijing之唯一董事。

2. 諶美華女士為周鵬飛先生之配偶，因此，諶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當作擁有周先生所持有或視作持有之所有股份之
權益。

(b) 本公司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淡倉

就董事所知悉，除本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股本衍生工
具相關股份之淡倉。

競爭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現
時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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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件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規定之買
賣要求。於諮詢本公司全體董事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彼等一
直遵守該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列與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中公司管治常規守則（「公司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規定有偏離之部份外，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遵守公司管治常規守則。

公司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規定 偏離之原因

A.2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由同一人履行 周鵬飛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鑑於本公司之
業務規模及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乃交由高級行政人
員及部門主管負責之事實，董事會認為同一人擔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會使董事會與公司管理層權
力及職權失衡。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公司管治常規守則所載規定。



16

中期報告2009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審閱
及監管本集團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成員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鄭潤明先生及冼家敏先生。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
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鵬飛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周鵬飛先生（執行董事），王誼先生（執行董事），惠紅燕女士（執行董事），藍裕平先
生（非執行董事），何家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潤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冼家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

本報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
司網站www.sinoha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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