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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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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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AND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建 德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5）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公佈

建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物業 3 60,644 39,858
銷售成本 (40,910) (28,246)

  

毛利 19,734 11,612
其他收入 4 4,712 1,3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136 (3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9 4,951 2,473
自持作出 售物業轉移至投資物業後
 公平值變動 236 –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1 982 –
銷售開支 (2,162) (1,619)
行政開支 (7,657) (6,959)

  

除稅前溢利 20,932 6,790
所得稅開支 5 (5,731) (3,34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15,201 3,444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933 3,341
 非控股權益 268 103

  

15,201 3,444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 基本 8 0.256分 0.0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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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372 411
投資物業 9 121,369 109,580
遞延稅項資產 12,789 11,312
定期存款 90,000 60,000

  

224,530 181,303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10 685,232 690,043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7,378 59,363
合約成本 2,077 2,712
預付土地增值稅 22,265 21,337
受限制銀行存款 68,992 75,841
短期金融產品 107,000 6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1,801 135,122

  

1,024,745 1,044,418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12 731 521

  

1,025,476 1,044,93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3 9,007 16,47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0,283 84,393
銷售投資物業已收預售所得款項 12 513 535
合約負債 14 496,863 447,677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2,283
應付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 9,056 16,488

  

575,722 567,854
  

流動資產淨值 449,754 477,08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74,284 658,3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190 19,400

  

資產淨值 654,094 638,98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25,451 25,451
儲備 618,419 603,4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43,870 628,937
非控股權益 10,224 10,051

  

權益總額 654,094 63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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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乃按公平值計量（視情況而定）。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七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及會計政策
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會計政策主要變動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應用下列會計政策。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包含於一段時間內控制所識別資產用途的權利以交換代價，則視作該合
約屬於或包含租賃。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定義於開始或修訂日期評估合約是否屬
於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其後改變，否則不會重新評估有關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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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分配代價至合約組成部分

就包含一項租賃組成部分及一項或多項額外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約而言，
本集團基於租賃組成部分的相對單獨價格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單獨價格總和分
配合約代價至各個租賃組成部分。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對租期為開始日期起12個月或以內且不包含購買選擇權的物業租賃使用
短期租賃確認豁免。確認豁免亦用於低價值資產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
租賃的租賃付款乃於租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
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就
任何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作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所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於拆除及移除相關資產、復原資產所在地盤或將相關資產復原至租
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將產生的估計成本。

倘本集團合理確定可於租期結束時取得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則使用權資產於
開始日期至可使用年期結束期間作折舊。否則，使用權資產按直線法於估計可
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折舊。

本集團將不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為單獨
項目。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於「投資物業」內呈列。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作會計處理及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於初次確認的公平值調整視作新增
租賃付款，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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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截至該日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
負債。於計算租賃付款現值時，倘無法立即確定租賃所隱含的利率，則本集團
使用租賃開始日期的遞增借貸利率。

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扣除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就利息累計及租賃付款作調整。

稅項

就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而言，為計量遞延稅項，
本集團首先釐定稅項扣減是來自使用權資產還是租賃負債。

就稅項扣減來自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本集團分別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應
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相關臨時性差額不會
於初次確認時及於租期內確認，因為應用初始確認豁免。

作為出租人

分配代價至合約組成部分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
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以將合約內代價分配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非租賃組成部分基於其相對單獨售價與租賃組成部分區分開來。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收可退回租賃按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作會計處理及初步按公平值
計量。於初次確認的公平值調整視作來自承租人的新增租賃付款。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選擇可行權宜法，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時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不會將該準則應用於先前識別為不包含租賃的合約。因此，
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初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所載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以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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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追溯性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初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確認累計影響。於初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累計虧損確認，及並
無重列比較資料。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的經修訂追溯法進行過渡時，本集團基於各個
別租賃，將下列可行權宜法用於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
的租賃（以各租賃合約相關的情況為準）：

i. 倚賴租賃是否為無償的評估，評估方式為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
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檢討的另一選擇；

ii. 於初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包括初始直接成本；及

iii. 基於初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回溯性釐定本集團包含延期及終止選擇
權的租賃租期。

根據本集團的評估，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
資產的累計金額對本集團而言不重大，因此，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並無確認
額外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不須就本集團為出租人的
租賃作出任何過渡調整，而是自初次應用日期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對該等租賃進行會計處理，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a)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已訂立但於首次應用日期後開始之涉及
現有租賃合約項下相同相關資產的新租賃合約已列賬，猶如現有租賃於二
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已修訂一般。應用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簡
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並無影響。然而，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有關修改後
的經修訂租期之租賃付款按直線基準於經延長租期確認為收入。

(b)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可退回租賃按金被視為應用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租賃項下之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
支付之定義，該等按金並非與使用權資產有關的付款，並經調整以反映過
渡之貼現影響。應用對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並無重大影響。

(c)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以分配
合約中的代價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分配基準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的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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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物業發展，而收益指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客戶出售物業所收及應收的
款項淨額。

客戶合約收益細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物業
濱江國際項目的住宅單位* 7,589 6,830

天璽灣項目的住宅單位** 53,055 33,028
  

60,644 39,858
  

* 該項目指位於福建省泉州的落成物業。

** 該項目指位於江蘇省揚州市的在建物業及落成物業。

資料乃按項目分類並向本集團管理層（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作出資源配置及評估
分部表現。每個物業發展項目構成一個經營分部，本集團目前營運兩個物業發展項目，
即濱江國際項目及天璽灣項目。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逾87%（二零一八年：
83%）的收益來自天璽灣項目。本集團管理層根據本集團的年內收益，評估可報告分部的
表現，而該收益列報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相同。

由於所有物業發展項目具有相似經濟特徵，並且在物業發展及業務流程的性質、客戶類
型或類別以及用以分配物業的方法上相若，因此所有物業發展項目均合併為一個可報告
分部。本集團管理層並無定期向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作出分析以供審閱。並無定期向本
集團管理層提供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分析，以供審閱。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65 181

短期金融產品的利息 3,002 –

銀行存款利息 1,459 977

其他 86 163
  

4,712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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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991 9,187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427 1,074
  

6,418 10,261

遞延稅項 (687) (6,915)
  

5,731 3,346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成為法律並
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該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港元」）溢利
將按8.25%的稅率計算，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計算。不符合該利得
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之統一稅率計算。本集團董事認為，實施
利得稅兩級制時涉及的金額，對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香港利得稅乃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的16.5%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並非產生自或源自香港，故並無就香港稅項計提撥備。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即期稅項撥備指就中國企業所得稅及中國土地增值稅作出之撥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施行法規，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
之稅率為25%。

此外，根據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以及自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之
規定，出售或轉讓於中國之國有土地使用權、樓宇及其附屬設施之所有收入須就增值額（即
銷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減開支（包括來自因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於中國銷售
物業之收益之借貸成本及物業發展開支）按介乎30%至60%之遞增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
惟倘普通標準住宅之物業出售之增值額不超過可扣減項目總額之總和之20%，則可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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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廠房及設備折舊 59 61

根據經營租賃租用物業的租金開支 57 5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3,627 2,933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總額 (165) (181)

減：年內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
 直接經營開支 15 23

  

(150) (158)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而自報告期結束起亦無建議支付任何股息。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4,933 3,341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5,837,990 5,837,990
  

概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原因是本
集團於兩段期間概無任何已發行在外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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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已竣工
投資物業

人民幣千元

公平值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9,580

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4,951

轉移自持作出售物業 9,100

出售 (1,531)

重新分類為持作銷售（附註12） (73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1,369
 

本集團按經營租賃持有以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的所有物業權益，均以公平值模式計量，
並分類及入賬為投資物業。

本集團各項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
乃基於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戴德梁行」）於各
日期進行之估值釐定。

於釐定投資物業公平值時，本集團委聘第三方合資格外聘估值師進行估值。本集團管理
層與合資格外聘估值師緊密合作，以確立適合的估值方法及估值模型輸入數據，並向董
事會說明投資物業公平值波動的原因。

於估計投資物業公平值時，投資物業之最高及最佳用途為其現有用途。

下表列載該等投資物業公平值之釐定方式之資料（尤其是估值方法及所用輸入數據）。

投資物業 估值方法 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敏感度

位於中國福建省惠安的 

民防車位
投資法 有期回報率：4%（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

復歸回報率：4.5%（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

倘所使用之有期回報率
及復歸回報率略微上
升，則會導致公平值
大幅下跌，反之亦然。

經計及可資比較物業與該等物業之
 間的地點差異及個別因素（即可
 達性），每個民防車位每月的市場
 租金介乎人民幣362元至人民幣
 565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10元至人民幣536元）。

倘所使用之市場租金大
幅上漲，則會導致公
平值大幅上升，反之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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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估值方法 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敏感度

位於中國福建省惠安的 

車位
直接比較法 經計及地點差異及個別因素（即可

 達性），可資比較物業每個車位的
 最近期市場交易價格介乎人民幣
 130,000元至人民幣160,000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26,000元至人民幣141,000

 元）。

倘市場交易所用價格大
幅上漲，則會導致公
平值大幅上升，反之
亦然。

位於中國福建省惠安的 

幼兒園
投資法 有期回報率：4%（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

復歸回報率：4.5%（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

倘所使用之有期回報率
及復歸回報率略微上
升，則會導致公平值
大幅下跌，反之亦然。

經計及可資比較物業與該物業之間
 的地點差異及個別因素（即大小、
 可達性及環境），每平方米每月的
 市場租金平均為人民幣19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9元）。

倘所使用之市場租金大
幅上漲，則會導致公
平值大幅上升，反之
亦然。

位於中國江蘇省揚州的 

車位
投資法 有期回報率：3%（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復歸回報率：3%（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倘所使用之有期回報率
及復歸回報率略微上
升，則會導致公平值
大幅下跌，反之亦然。

經計及可資比較物業與該等物業之
 間的地點差異及個別因素（即可
 達性），每個民防車位每月的市場
 租金介乎人民幣200元至人民幣
 26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倘所使用之市場租金大
幅上漲，則會導致公
平值大幅上升，反之
亦然。

位於中國江蘇省揚州的 

零售店物業
投資法 有期回報率：4.3%（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復歸回報率：4.8%（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倘所使用之有期回報率
及復歸回報率略微上
升，則會導致公平值
大幅下跌，反之亦然。

經計及可資比較物業與該等物業
 之間的地點差異及個別因素（即
 大小、可達性及環境），每平方米
 每月的市場租金平均為人民幣
 71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倘所使用之市場租金大
幅上漲，則會導致公
平值大幅上升，反之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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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作出售物業

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持作出售物業包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作出售物業
發展中物業 452,896 399,621
已竣工物業 232,336 290,422

  

685,232 690,043
  

所有發展中物業及已竣工物業均位於中國福建省及江蘇省。所有持作出售物業均根據個
別物業基準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列賬。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32,778,000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84,628,000元（經審核）的發展中物業預期不會於一年內套現。

11.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項
 — 銷售物業 17 517
減：信貸虧損撥備 – (30)

  

17 487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a） 5,655 7,680
減：信貸虧損撥備 (2,884) (3,836)

  

2,771 3,844
  

出售投資物業之應收款項 1,348 1,241
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以外的預付稅項 24,376 20,235
向供應商墊款（附註b） 4,950 30,180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3,916 3,376

  

37,361 58,876
  

37,378 59,363
  

附註 a:  該金額主要代表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向物業買家收取的公共維修金，作為住宅
物業內公共設施之維修金。有關基金將按要求歸還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附註b:  金額指為取得項目的建築服務而對承建商墊付款項。墊款預期於報告期末起計一
年內於建築項目中悉數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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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計提減值撥備的應收賬項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且相關物業的所有權證在悉
數結付尚未償還結餘前不會轉移至客戶。根據過往經驗，本集團管理層認為該等餘額的
預期信貸虧損不重大，因為應收賬項的信貸質素由初始授出信貸之日起直至報告期間之
該日止並無重大變動，而餘額仍屬可全數收回。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來自與客戶合約的應
收賬項結餘分別包括總賬面值人民幣17,000元（未經審核）及人民幣487,000元（經審核）的應
收款項，其於報告日期已逾期，及於報告日期已逾期90日或以上及並無視為違約，此乃
計及該等應收賬項的過往付款安排。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根據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對金融資產之減值評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下列各項撥回的減值虧損
 貿易應收款項 30 –
 其他應收款項 952 –

  

982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用的釐定輸入數據以及
假設及估計方法的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用基準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分別撥回減值撥備人民幣30,000元及人民幣952,000元至貿易應收
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及銷售投資物業的已收預售所得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主要資產類
別列載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投資物業 731 521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若干車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有關銷售投資物業的銷售按金分別人民幣513,000元（未
經審核）及人民幣535,000元（經審核）。預期於十二個月內出售的投資物業已分類為持作出
售，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開呈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項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投資物業已中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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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項

下表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149 10,296

61至90日 3,130 —

91至180日 658 779

181至一年 714 3,027

一年以上 4,356 2,376
  

9,007 16,478
  

建築應付款項之信貸期通常為發票日期起計90日內。

14. 合約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銷售物業已收預售所得款項 496,863 447,6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約負債結餘將於損益確認
為收益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 383,667 301,481

於一年後 113,196 146,196
  

496,863 447,677
  



– 15 –

15. 股本

本公司股本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股本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 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 500,000 435,951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 每股面值0.005港元的普通股 5,837,990 29,190 25,451   

本公司發行的所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及不附帶優先權。

16. 其他承擔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撥備的
 發展中物業工程承擔 88,916 101,830

  

17. 或然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物業買家獲授的按揭融資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 567,971 574,143
  

本集團按照中國市場慣例向物業買家提供擔保以獲授中國的銀行按揭貸款，從而促進彼
等購買本集團的物業。物業按揭的擔保與有關按揭同步開始，通常於 (i)物業買家獲得個
人物業所有權證；或 (ii)物業買家悉數結付抵押貸款時（以較早者為準）解除。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現有財務擔保（擔保期截至悉數結付按揭貸款止）為人民幣567,971,000元（未
經審核）（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74,143,000元（經審核））。根據擔保條款，就
按揭貸款而言，倘物業買家拖欠按揭付款，則本集團負責向銀行償還拖欠物業買家結欠
的按揭貸款的未償還餘額連同應計利息及罰金。倘本集團未能按此行事，則按揭銀行將
首先扣減物業買家於銀行擁有的現有銀行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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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差額將藉拍賣相關物業收回；如未償還貸款金額超出變現抵押品銷售所得款項淨額，
則會向本集團收回餘下款項。本集團並無對其客戶進行獨立信貸審查，惟依賴按揭銀行
進行的信貸審查。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的財務擔保合約公平值於初始確認時並不重大，而本公司董事
認為有關買方拖欠還款的機會不大。倘出現拖欠還款情況，則相關物業的可變現淨值預
期可補足未償還按揭本金額連同應計利息及罰金。因此，概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該
等擔保計提撥備。

18. 關連方披露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所披露的其他詳情外，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與某一關連
方訂立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連方名稱 性質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德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揚州分公司
 （「德泰物業管理」）

支付物業管理服務費
– 900

  

德泰物業管理由本公司董事佘德聰先生及蔡建四先生實益擁有。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960 1,806

離職後福利 81 88
  

2,041 1,89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根據於本集團的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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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並非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貼現現金流分析，於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記錄之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20. 報告期末後事項

本中期期間結束後，本公司一間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成功競投位於中國河南省信陽市息
縣叔穎公大道西側息壤大道北側一幅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競拍價為人民幣128,171,030元（「土
地收購事項」）。競拍確認函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向本集團發出。有關土地收購
事項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約預期於二零一九年內訂立。

土地收購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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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仍然專注於其兩個住宅物業項目，
即福建省泉州巿濱江國際項目及江蘇省揚州巿天璽灣項目。除繼續銷售濱江
國際及天璽灣項目的現有竣工物業單位外，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開始交付目前正在興建中的天璽灣項目裏若干新區域之住宅物業。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本集團成功競投得一塊土地之土地使用權。該土地位於
中國河南省信陽巿，總佔地面積約54,820.8平方米，主要用作發展住宅物業。

在業務策略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為客戶開發具有生活社區配套的優質
物業，尤其是位於因中國政府的城市化及棚戶區改造計劃而對住房擁有剛性
需求的中國城市的客戶。近期於信陽巿收購的新地塊為本集團增加土地儲備
提供良機。本集團亦將繼續物色其他商機，以將其長期股東價值最大化。

財務回顧

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繼續來自銷售及交付天璽
灣及濱江國際項目的物業予客戶（扣除折讓及與銷售相關的稅項）。收益由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858,000元上漲52.1%至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0,644,000元，主要由於期內交付天璽
灣項目的竣工住宅物業有所增加。

隨著收益增長，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11,612,000元 增 加69.9%至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人 民 幣
19,734,000元，而毛利率則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9.1%改善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2.5%，主要由於天璽灣項目售出物
業的平均售價上調。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短期金融產品）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人 民 幣1,321,000元 增 加256.7%至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12,000元，乃由於本集團購入更多保本短期金融
產品及利用其空餘銀行結餘存放更多額外定期存款，以獲取更高利息收入。

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19,000元增加
33.5%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62,000元，與收益增
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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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959,000元增加
10.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657,000元，主要由於
一般成本通脹。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3,341,000元，增加347.0%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14,933,000元，主要歸因於收益及毛利均有增長，以及其他收入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人民幣1,250,006,000元，包括總
權益人民幣654,094,000元及總負債人民幣595,912,000元。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主要由內部資源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有定期存款、受限制銀行存款、短期金融產品、銀行結餘及現金人民
幣367,793,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30,963,000元）及並無銀
行借款（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78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4倍）。

外匯風險

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於中國營運，而本集團所有業務交易以人民幣計值。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外匯收益淨額主要源自將以人民幣以
外貨幣計值的銀行結餘及現金換算為人民幣。目前，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財
務工具，且並無訂立任何衍生合約。然而，管理層將監察貨幣波動風險，並將
考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有約31名全職僱員（不包括董事）。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人民
幣3,627,000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2,933,000元）。僱員的薪酬組合乃參考有關
僱員的資格及經驗釐定，並由管理層每年檢討，當中參考市場狀況及個人表現。
本集團提供全面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及福利組合予其僱員。誠如適用中國法律
及法規規定，本集團參與多個市政府及省政府僱員福利計劃，包括住房公積金、
退休金、醫療、生育、工傷保險及失業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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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據董事所深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上市規
則附錄14 —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會承諾，會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標準及程序，保障所有本公司股東利益、
提升問責及增加透明度。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遵從企業管治守則。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截至
本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所
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核數師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已由本公
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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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www.jiande-intl.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刊登。本公司之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並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建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佘德聰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佘德聰先生、蔡建四先生、吳志松先生及李烈武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世欽先生、張森泉先生及楊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