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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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之人士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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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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未經審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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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6,586  79,515

銷售成本  (96,247 ) (69,070 )
    

毛利  20,339  10,445

其他收入淨額  724  1,22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1,846 ) (7,882 )
    

經營溢利  9,217  3,784

融資成本  (1,509 ) (1,357 )
    

除稅前溢利  7,708  2,427

所得稅 4  (2,403 ) (679 )
    

期內溢利  5,305  1,74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53  (262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658  1,486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5,050  1,386

少數股東權益  255  362
    

  5,305  1,748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5,381  1,146

少數股東權益  277  340
    

  5,658  1,486
    

每股盈利 6

－基本  2.1港仙  0.6港仙
    

－攤薄  2.1港仙  0.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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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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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第一季度業績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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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製造及銷售包裝物料。營業額指售予客戶貨品之銷售價值，已扣除增值稅，並於扣除所有退貨和貿
易折扣後呈列。

3. 分部呈報

本公司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業務分部」。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要求以集團之主要營運決
策者在分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的有關集團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確經營分部的基準。

a) 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包裝物料。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其綜合財務資料，以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
分配決策。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類，及並無呈列分類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

b) 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地點劃分。事實上，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非流動資產及資本開支均位於中國，
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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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5,050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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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千  千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2,190  242,190

加上：本公司購股權項下視作發行股份之影響 670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2,860  242,190
   

7. 股份分拆

根據一項在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所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
行及未發行股份分拆為2股每股面值0.05港元拆細股份。緊隨股份分拆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生效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1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股拆細股份，其中484,379,310股拆細股份為已發行及全數繳足。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有關條款，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仍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行使價及數目在股份分拆生效後作出以下調整：

 於股份分拆生效前 於股份分拆生效後
授予日期 行使價 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6/11/2009 0.42港元 24,200,000 0.21港元 48,400,000
    附註

附註

於股份分拆生效後，每份未行使購股權於行使時可認購一股拆細股份。

8. 股本、股份溢價及儲備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購股權  法定盈餘        少數股東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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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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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結算股份交易 –  –  –  1,596  –  –  –  1,596  –  1,596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7 ) 14,602  14,585  1,374  15,959

轉撥 –  –  –  –  4,147  –  (4,147 )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4,219  153,923  117  1,596  10,104  12,938  23,390  226,287  15,493  241,780

股本結算股份交易 –  –  –  224  –  –  –  224  –  224

派付股息 –  –  –  –  –  –  –  –  (857 ) (857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31  5,050  5,381  277  5,658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4,219  153,923  117  1,820  10,104  13,269  28,440  231,892  14,913  24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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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16,59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約
79,520,000港元增加約46.62%。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5,050,000港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約1,390,000港元增加約264.36%。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受惠國家推出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能效產品補貼」等政策刺激，大力拉動家電市場需
求，本集團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淨利潤約5,05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約1,390,000港元，業績有大幅改
善。

業務展望

在全球經濟初步復蘇，加上國家的「家電下鄉」政策扶持下，本集團對二零一零年的經營審慎樂觀。本集團將致
力開源節流，除了鞏固現有客戶的業務外，還積極拓展新客戶及新市場；本集團也會持續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
措施，透過加強內部管理，精簡及改善工序與流程，使營運更加流暢，以提高整體生產效益。本集團二零一零
年的核心策略是「優化產品結構、加強內部管理及隊伍建設」：

優化產品結構

本集團除了要鞏固現有家電包裝的業務外，還會持續優化產品結構，提升銷售價值。

本集團正著手開始在家電包裝以外的業務拓展，其中包括在物流運輸包裝方案領域拓展，本集團的目標是從家
電包裝產品製造商，提升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整體包裝解決方案的服務商，進一步提高集團的綜合競爭力及盈利
空間。

加強內部管理

本集團會持續加強內部管理，精簡及改善工序與流程，使營運更加流暢。本集團透過定期召開內部會議，加強
溝通，促進各附屬公司市場訊息及生產技術交流，使各部門互相補足，各取所長，提升整體效率。

本集團將強化生產技術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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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在生產過程中需要運用大量蒸汽，改善模具設計能有效減少蒸汽的消耗，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將重點改
良模具設計，從而提升生產效率及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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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建設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企業信念，深信擁有優秀人力資源，才能提高本集團整體競爭力及凝聚力。本集
團透過購股權計劃及通過完善獎勵花紅計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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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培育重要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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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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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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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持有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百份比

    %

周鵬飛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72,599,005  71.27

 （「周先生」）  （附註）

 實益權益 9,030,000  3.72
    

  181,629,005  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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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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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授予董事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授予董事之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結餘 於期內行使 離職後失效 結餘
   港元

王誼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42 2,000,000 – – 2,000,000

王誼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42 2,000,000 – – 2,000,000

惠紅燕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42 1,168,000 – – 1,168,000

惠紅燕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42 1,168,000 – – 1,168,000

鄧闖平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42 1,440,000 – – 1,440,000

鄧闖平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42 1,440,000 – – 1,440,000
       

    9,216,000 – – 9,216,0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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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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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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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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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百份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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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諶美華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181,629,005  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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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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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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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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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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整段期內，彼等
一直遵守該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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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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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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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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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闖平先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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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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