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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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
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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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令致本報
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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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263,87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營業額約為
173,050,000港元增加約52.48%。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18.02%，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毛利率約為
15.55%。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3,16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的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5,330,000港元增加約146.90%。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中期報告2010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0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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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
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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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63,867  173,051  147,282  93,536

銷售成本  (216,330 ) (146,134 ) (120,083 ) (77,064 )
        

毛利  47,537  26,917  27,199  16,472

其他收入  1,514  2,234  790  1,01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5,234 ) (18,446 ) (13,389 ) (10,565 )
        

經營溢利  23,817  10,705  14,600  6,920

融資成本  (3,189 ) (2,647 ) (1,680 ) (1,289 )
        

除稅前溢利 4 20,628  8,058  12,920  5,631

所得稅 5 (6,532 ) (1,943 ) (4,129 ) (1,264 )
        

期內溢利  14,096  6,115  8,791  4,36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2,791  (277 ) 2,438  (15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6,887  5,838  11,229  4,352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3,159  5,330  8,109  3,943
少數股東權益  937  785  682  424
        

  14,096  6,115  8,791  4,367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5,795  5,068  10,414  3,922
少數股東權益  1,092  770  815  430
        

  16,887  5,838  11,229  4,352
        

每股盈利 7
－基本  2.71港仙  1.10港仙  1.67港仙  0.81港仙
        

－攤薄  2.70港仙  1.10港仙  1.66港仙  0.8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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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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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7,337  117,051
 土地租賃溢價  24,830  24,991
 商譽  68,456  67,717
  210,623  209,759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37  50
 存貨  14,247  12,750
 土地租賃溢價  596  59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87,131  186,4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631  15,365
  219,642  215,19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94,054  110,60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1 63,241  64,861
 即期稅項  5,955  1,988
  163,250  177,453
    

流動資產淨值  56,392  37,7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7,015  247,501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1 4,467  2,467
 遞延稅項負債  4,370  3,254
  8,837  5,721
    

資產淨值  258,178  241,78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 24,411  24,219
 儲備  218,926  202,06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43,337  226,287

少數股東權益  14,841  15,493
    

權益總額  258,178  24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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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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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  18,88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0,600 ) (4,930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80  7,2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2,266  21,17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65  5,25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631  26,4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631  2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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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  股份  資本  購股權  法定盈餘  匯兌  保留    少數股東  權益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公積金  儲備  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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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49  –  –  –  449  –  449

行使購股權 192  845  –  (231 ) –  –  –  806  –  806

派付股息 –  –  –  –  –  –  –  –  (1,744 ) (1,744 )

期內全面
 收益總額 –  –  –  –  –  2,636  13,159  15,795  1,092  16,887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24,411  154,768  117  1,814  10,104  15,574  36,549  243,337  14,841  25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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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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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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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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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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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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200  200  200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16,330  146,134  120,083  77,064
折舊  9,184  7,019  4,578  3,716
員工成本  21,683  14,637  12,086  7,709
借貸利息開支  3,189  2,647  1,680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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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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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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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應佔溢利  13,159  5,330  8,109  3,943

        

股份數目(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85,433  484,380  485,433  484,380

加上：本公司購股權
    項下視作發行
    股份之影響  2,919  –  2,919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88,352  484,380  488,352  48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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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增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總值為10,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20,036,000港元）而出售為1,41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745,000港元）。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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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62  90,998
應收票據 16,938  51,712

   

 180,500  142,710
減：呆賬撥備 (255 ) (161 )

   

 180,245  142,549
其他應收款項 1,968  1,443

   

貸款及應收款項 182,213  143,99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4,918  42,448
   

 187,131  18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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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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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48  118,091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13,222  24,334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725  80 
一年以上 205  205 

    

 180,500  142,710 
減：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255 ) (161 )

    

 180,245  14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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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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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  47,947 
應付貿易賬款 70,593  44,661 

    

 77,246  92,60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3  82 
應付附屬公司前任股東款 10,840  10,015
其他應付款項 5,885  7,899 

    

 94,054  110,604 
    

應付票據及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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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10  56,047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內 5,437  33,819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內 1,454  1,547
一年以上 1,445  1,195

    

 77,246  92,60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在應付貿易賬款內賬面值約10,476,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8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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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總額約5,87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2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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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經審核） 100,0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未經審核）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42,189,655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經審核） 24,21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488,215,31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未經審核） 2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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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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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63,87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營業額約
173,050,000港元增加約52.48%。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13,160,000港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5,330,000港元增加約146.90%。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約為243,340,000港元，而本集團流動資產約為219,640,000港元及
本集團流動負債約為163,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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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66,44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630,000

港元）的資產作為本集團銀行借貸的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形資產總值約361,810,000港元，而負債總額則約172,090,000港元。資產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有形資產總值）約為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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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中期淨利潤約13,16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淨利潤約5,3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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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樂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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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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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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各附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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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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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945名。董事及員工之薪金開在支約21,68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6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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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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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98,010 70.71

 （「周先生」）  （附註）

 實益權益 18,060,000 3.70
   

  363,258,010 74.41
   

王誼先生 實益權益 2,000,000 0.41

惠紅燕女士 實益權益 500,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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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董事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本公司根據其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向若干董
事授予購股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購股權變動詳情載於「購股權計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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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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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98,010 70.71

諶美華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363,258,010 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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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為周鵬飛先生之配偶，因此，周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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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之目的是獎勵對本集團業務有貢獻的合資格人士，包括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
僱員、董事、主要股東及任何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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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授出  每股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 離職後 於二零一零年
 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一月一日結餘 行使 失效 六月三十日結餘
   港元

第一類
董事

王誼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21 4,000,000 2,000,000 – 2,000,000

王誼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21 4,000,000 – – 4,000,000

惠紅燕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21 2,336,000 500,000 – 1,836,000

惠紅燕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21 2,336,000 – – 2,336,000

鄧闖平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21 2,880,000 – – 2,880,000

鄧闖平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21 2,880,000 – – 2,880,000
       

    18,432,000 2,500,000 – 15,932,000
       

第二類
僱員 6/11/2009 6/11/2009-5/11/2013 0.21 14,984,000 1,336,000 – 13,648,000

僱員 6/11/2009 6/11/2011-5/11/2013 0.21 14,984,000 – – 14,984,000
       

    29,968,000 1,336,000 – 28,632,000
       

    48,400,000 3,836,000 – 44,564,000
       

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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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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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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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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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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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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鵬飛先生為本公司主席
 由同一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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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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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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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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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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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司報告」網頁及本公
司網站www.sinoha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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