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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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有關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26) 
 

董事局主席報告書 
 

集團業績及股息  

 

董事局宣佈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會計年度，本集團之營業盈利為港幣

九千五百萬元，而去年則為港幣九千一百萬元，主要反映較高之兌滙收益。同期

本集團經審核之綜合虧損為港幣一千八百萬元，上年度則為綜合盈利港幣一億一

千一百萬元，主要反映本集團及本集團合營公司擁有之投資物業錄得重估虧損，

而去年則有出售一家合營企業權益之盈利抵消去年之重估虧損。 

 

董事局將於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召開的股東週年常會上，建議派發末期

股息每股港幣一角，董事局同時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一元七角，此兩宗股

息連同本年度已派發的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一元，

及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角，本年度將共派息每股港幣三元二角，而去年則

為每股港幣二十七元五角。 

 

集團之主要物業發展及投資開列如下:- 

 

柴灣柴灣道 391 號，柴灣內地段 88 號 

 

Joyful  Sincere  Limited  為Wind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  之全資附屬公司，而

Wind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 則為本公司及太古地產有限公司分別間接持有

20% 及80% 股權之合營公司。本公司乃經其全資附屬公司Affluent Dragon  Island 

Limited 間接持有Wind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 之股權，而太古地產有限公司則

經其全資附屬公司Bright Faith Limited 間接持有Wind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 之

股權。Joyful Sincere Limited 已由本公司購買上述物業，並會將上述物業重新發展

為一綜合商住項目。該柴灣發展項目將發展為住宅及商業項目，由三座住宅大樓

組成，並有零售空間及一個有蓋公共交通交匯處。該項目之總建築面積(包括住

宅及零售)將不超過64,500平方米。 

 

於二○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上述物業已轉讓予Joyful Sincere Limited，並已於二○

二○年一月十四日移交予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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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合營公司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修改

該地段的現行規劃許可，在不超過已批之總建築面積條件下，增加重建中的住宅

單位數目。 

 

圍板工程、拆卸工程及工地勘測工程之工作已完成。土地淨化工程及相關工程亦

正在進行。地基工程計劃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或其後開始。 

 

於二○二一年九月二日，政府已向 Joyful Sincere Limited 發出換地基本條款要約，

而合營公司現已接納該換地基本條款要約。本集團在支付補地價的所需款項中所

佔的份額約為  9 億港元(未計建築成本)。 根據目前的市況及香港住宅市場的前

景，本公司認為，雖然這將是本集團的一項重大投資，但股東會在未來從出售此

發展項目的單位中獲利。 

 

 

香港仔，黃竹坑道，香港仔內地段 461 號(South Island Place) 

 

South Island Place 乃一幢二十八層高之現代甲級寫字樓，總建築面積為 35,535 平

方米。此物業由本公司與太古地產有限公司之合營公司 Hareton Limited 持有，而

Hareton  Limited 則由太古地產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Amber  Sky  Ventures 

Limited 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Heartwell Limited 分別持有百份之五十之權益。 

 

現時，約 87%之樓面面積已租出。 

 

 

北角港運城，北角港濤軒及佐敦道三號 

 

於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位於港運城之辦公樓租用率為 69.3%，而住宅則為

91.8%。至於港濤軒住宅及零售商舖之租用率皆為 100%。位於佐敦道 3 號附設傢

俬配套之住宅單位及零售商舖租用率為 81.3%。 

 

 

英國倫敦物業 

 

Albany House 及 Scorpio House 為本集團在英國倫敦中心區持有永久業權之商業

物業，於期內全部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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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二○二○年以來，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嚴重影響。雖然一些主要經濟

體出現了衰退後增長的跡象，但許多國家的經濟復甦繼續受到新冠病毒病例捲土

重來和疫苗接種進展滯後的制約。 隨著最近 Delta 變體的出現，跨境旅行在全球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受到限制。 

 

在香港，雖然已數月未有持續社區傳播的報告並且疫苗接種率有所提高，但由於

出現致命的 Delta 變種，人們越來越擔心疫苗提供的保護的持久性，以及香港、

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免檢疫旅行何時才能恢復的持續不確定性，市場

情緒仍然疲軟。 來港之商務和旅遊的遊客仍未能回復舊觀，零售和辦公室的出租

率和租金將繼續承受壓力。  

 

上述因素將繼續為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的資本價值帶來不

確定性。 然而，由於本集團保持充足流動資金，亦無借貸，故能抵禦轉差的市場

環境，並總體上保持健康的財務狀況。此外，香港住宅市場，比較零售和辦公室

市場，已顯示出回彈跡象，分析人士預測，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情況仍將持續。

本集團佔 20%股權的柴灣內地段 88 號土地的重建工作目前已取得進展，應能讓

本公司從反彈中獲益，為股東得益。 

 

本地之物業市場展望方面，董事會謹慎地考慮任何新的投資機會，並同時探索其

他方式為股東增值。 

 

 

 

主席 

顏亨利醫生 

 

香港，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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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26) 

通 告 

 

董事局宣佈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會計年度，本集團經審核之綜合虧損為港幣一千

八百萬元。上年度則為綜合盈利港幣一億一千一百萬元。 

 

綜合收益表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度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2021 2020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78,382 82,972
財務收入 4 50,157 43,340
其他收入 5 2,357 985
員工薪酬 (12,059) (14,244)
折舊 (3,408) (1,754)
其他營運支出 6(乙) (20,138) (20,507)
營業盈利 2 及 6 95,291 90,792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盈利 7 (81,076) 8,816
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 15 4
出售一家合營企業權益之盈利 -                 237,772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值 (17,376) (216,170)

除稅前之(虧損)/盈利 (3,146) 121,214
所得稅 8 (14,776) (9,719)
除稅後股東應佔之(虧損)/盈利 (17,922) 111,495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40)元港幣  2.46元港幣      

 

就本財政年度盈利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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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之(虧損)/盈利 (17,922) 111,49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不可能重新歸類為損益之項目：

　界定利益淨負債重新計量 -           (222)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為損益之項目：

　綜合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38,853 (40,20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138,853 (40,430)

本年度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120,931 71,065

 



中華汽車有限公司集團                            - 6 -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下列賬項以港元計算)   
 2021  2020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624,589 2,564,671
合營企業投資 2,817,277 2,908,353
聯營公司投資 187,981 187,966
其他投資 15,983 12,358

5,645,830 5,673,34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 10 4,529 8,197
銀行存款 2,412,418 2,713,956
銀行結存及庫存現金 117,119 82,741

2,534,066 2,804,89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39,836 33,224
界定利益責任 -               271
當期應付稅項 8,750 9,841

48,586 43,336

流動資產淨值 2,485,480 2,761,5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131,310 8,434,9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47,466 41,567

資產淨值 8,083,844 8,393,33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乙) 92,537 92,537
其他儲備 7,991,307 8,300,802
總權益 8,083,844 8,39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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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

則」）（此統稱包含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會

計準則」）和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

表同時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本) 「業務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該等變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財務報表上已編製或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仍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雖然本年度業績之初步公佈載有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及截至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惟該等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等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的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

而須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其附表 6 第 3 部之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 

交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並會於適當時候呈交截至二○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之審計報告；審計報告中

並無提述任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 敬希垂注的事宜； 

亦未載有《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條所指的聲明。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投資。 
 
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租金收入。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78,382 82,9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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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續) 

 

兹將本集團於年度內之經營地域分析列述如下； 

 

 集團營業額  營業盈利 

   2021    2020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地域 

香港 46,200 53,190 64,461 59,881 

英國   32,182   29,782   30,830   30,911 

 78,382 82,972 95,291 90,792 
 ======= ======= ======= ======= 
 

 

3. 分部滙報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管理層確認用作計量表現及分配資源

而應列報的經營分部與以往並無分別。應列報的經營分部為物業發展及投資與及財資管

理。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部包含有關發展、興建、銷售及推銷本集團主要位於香港的銷售物業與

及物業租賃的活動。現時本集團之物業組合，包括商場、寫字樓及住宅，主要位於香港及

倫敦。 

 

財資管理分部包括管理本集團的上市證券投資、金融資產及其他財務運作等活動。 

 

管理層主要按每一分部之營業盈利及應佔合營企業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評估各分部之表

現。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直接屬於每個分部的全部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共同的資產除外。分

部負債包括直接屬於及由每個分部管理的全部負債，惟界定利益責任、所得稅負債、應付

股息及其他共同的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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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滙報(續) 

 
(甲) 分部業績 

 

 物業發展及投資 財資管理 未分配 綜合總額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78,382  82,972 - - - - 78,382 82,972

財務收入 -  - 50,157 43,340 - - 50,157 43,340

其他收入     -        -      -      -  2,357   985     2,357    985

總收入 78,382  82,972 50,157 43,340 2,357 985  130,896 127,297
 ======= ======= ====== ====== ====== ====== ======= =======

分部業績 72,125  77,476 50,157 43,340 - - 122,282 120,816

未分配費用淨額    (26,991) (30,024)

營業盈利   95,291 90,792
應佔合營企業 
 (虧損)/盈利 (81,076) 8,816 - - - - (81,076) 8,816
應佔聯營公司 
 盈利 15  4 - - - - 15 4
出售一家合營 
 企業權益之盈利 -  237,772 - - - - - 237,772
投資物業 
 重估虧損淨值 (17,376) (216,170) - - - - (17,376) (216,170)

所得稅    (14,776)  (9,719)
除稅後股東應佔 
 之(虧損)/盈利   (17,922) 111,495

   ======= =======

年度內折舊 (190) (180) - - (3,218) (1,574) (3,408) (1,7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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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滙報(續) 

 

(乙) 地域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在香港(原籍地區)及英國兩個經濟環境中經營。 

 

    香港    英國 

   2021    2020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6,200 53,190 32,182 29,782 
 ======= ======= ======= ======= 
 

 

4. 財務收入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投資之股息收入 484 667 

兌匯收益/(虧損) 35,328 (14,620) 

利息收入 10,720 63,477 

其他投資未實現收益/(虧損)淨額    3,625     (6,184) 

 50,157 43,340 
 ====== ====== 
 

 

5. 其他收入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管理費 497 497 

屆期未領股息撥回 440 319 

其他   1,420     169 

 2,357 9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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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盈利 

 

營業盈利經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下列各項：—  

(甲) 員工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 116 131 

有關界定利益退休金計劃確認(收入)/支出 (513) 262 

員工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12,456  13,851 

 12,059 14,244 
 ====== ====== 

(乙) 其他營運支出: 

核數師酬金 

－核數費用 4,234 4,100 

－稅務服務 245 256 

－其他核數相關服務 134 71 

法律及專業費用 6,890 7,616 

物業支出 6,002 4,438 

差餉地租 401 1,345 

其他    2,232    2,681 

 20,138 20,507 
 ====== ====== 

 

及計入下列各項：— 

租金收入減支出 71,772 78,272 

其中包括 

－投資物業租金毛額 78,382 82,9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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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盈利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合營企業營業盈利 62,964 61,087 

應佔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131,887) (44,288) 

應佔稅項  (12,153)   (7,983) 

 (81,076) 8,816 
 ====== ====== 

 

 

8.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按利得稅兩級制提撥。於利得稅兩級制下，合資格法團之首港幣二百萬
元應評稅利潤會按 8.25%計稅，超過港幣二百萬元後之利潤則按 16.5%計稅。根據利得稅
兩級制，集團其他附屬公司會列為非合資格法團，其全部利潤會繼續按 16.5%計稅。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款則按相關國家適用之稅率計提。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準備 
本年度稅項 4,336 5,315 
以往年度稅項準備少撥/(多撥)         2     (23) 
 4,338 5,292 
 ----------- ----------- 
本期稅項－海外 
本年度稅項 4,479 4,902 
以往年度稅項準備少撥      60     104 
 4,539 5,006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5,899 (579) 
 ----------- -----------                
 14,776 9,719 
 ======= ======= 
 

 

9.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之虧損 17,922,000 元﹙二○二○年：股東應

佔盈利港幣 111,495,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45,308,056 股﹙二○二○年：

45,308,056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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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 

 

於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費中，包括應收貨款，其按發票日期以作區分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525     97 

一至三個月       54        - 

應收貨款總額 579 97 

按金、預付費及其他應收款      3,950    8,100 

 4,529 8,197 
 ======= =======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的信貸政策。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中包括應付貨款，其按發票日期以作區分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418 11 

一至三個月 - - 

三個月以上       201      201 

應付貨款總額 619 212 

其他應付款項     39,217    33,012 

 39,836 33,2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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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儲備及股息 

(甲) 股息 

 
屬於本會計年度應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2021    2020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十仙（二○二○年：十仙） 4,531 4,531 
已派特別股息每股一元（二○二○年：十九元） 45,308 860,853 
結算日後宣佈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三十仙 
  （二○二○年：三十仙） 13,592 13,592 
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每股十仙（二○二○年：十仙） 4,531 4,531 
結算日後擬派之特別股息每股一元七角 
  （二○二○年：八元）    77,024   362,464 
 144,986 1,245,971 

 ======= ======= 
 
結算日後宣佈及擬派之各項股息沒有於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乙) 已發行股本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實收普通股：

於七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45,308,056 92,537 45,308,056 92,537

2021 2020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135 條，公司普通股並無票面值。 

 

所有普通股持有人均有權收取本公司不時宣派之股息及於每次公司會議中均享有

每股相同之一股投票權。每股普通股於本公司之剩餘資產均享有相同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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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告日後非調整事項 

 
於二○二一年九月二日，政府就柴灣內地段第 88 號地段的重建向本集團的聯營公司 
Joyful Sincere Limited 提出土地交換的基本條款要約。涉及 4,540,210,000 港元補地價金
額的換地要約已於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獲 Joyful Sincere Limited 接納。本集團擁有
Joyful Sincere Limited 20%的權益，所佔的約 9 億港元補地價金額將在截至二○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期間支付。 

 

14. 業績審閱 

 
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已經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審核及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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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局將於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召開的股東週年常會上，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

幣一角，董事局同時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一元七角，此兩宗股息連同本年度已派發的

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一元，及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角，

本年度將共派息每股港幣三元二角，而去年則為每股港幣二十七元五角。 

 

若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常會獲股東批准，上述所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二二

年二月十日派發。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於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年常會及於會上投票，本

公司將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至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在內﹚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所有股票過戶文件及相關股票必須於二○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交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股東始有權出席上述之股東週年常會

及於會上投票。 

 

為確定股東有權收取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本公司將於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星

期四至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

所有股票過戶文件及相關股票必須於二○二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交

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

中心十七樓，股東始可獲分派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中華汽車有限公司集團                            - 17 - 

集團業績 

 

董事局宣佈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會計年度，本集團之營業盈利為港幣九千五百萬

元，而去年則為港幣九千一百萬元，主要反映較高之兌滙收益。同期本集團經審核之綜合虧

損為港幣一千八百萬元，上年度則為綜合盈利港幣一億一千一百萬元，主要反映本集團及本

集團合營公司擁有之投資物業錄得重估虧損，而去年則有出售一家合營企業權益之盈利抵消

去年之重估虧損。 

 

未來展望 

 

二○二○年以來，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嚴重影響。雖然一些主要經濟體出現了衰

退後增長的跡象，但許多國家的經濟復甦繼續受到新冠病毒病例捲土重來和疫苗接種進展滯

後的制約。  隨著最近 Delta 變體的出現，跨境旅行在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受到限制。 

 

在香港，雖然已數月未有持續社區傳播的報告並且疫苗接種率有所提高，但由於出現致命的 

Delta  變種，人們越來越擔心疫苗提供的保護的持久性，以及香港、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

之間的免檢疫旅行何時才能恢復的持續不確定性，市場情緒仍然疲軟。  來港之商務和旅遊的

遊客仍未能回復舊觀，零售和辦公室的出租率和租金將繼續承受壓力。 

 

上述因素將繼續為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的資本價值帶來不確定性。  然

而，由於本集團保持充足流動資金，亦無借貸，故能抵禦轉差的市場環境，並總體上保持健

康的財務狀況。此外，香港住宅市場，比較零售和辦公室市場，已顯示出回彈跡象，分析人

士預測，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情況仍將持續。本集團佔 20%股權的柴灣內地段 88 號土地的

重建工作目前已取得進展，應能讓本公司從反彈中獲益，為股東得益。 

 

本地之物業市場展望方面，董事會謹慎地考慮任何新的投資機會，並同時探索其他方式為股

東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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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證券上市規則第 13.20 條及 13.22 所作之披露 

 

於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對聯屬公司﹙按證券上市規則之定義﹚有以下之貸款： 

 

聯屬公司 
集團應佔

權益

未使用
貸款融資

額度

本集團按
貸款融資
已作出之

貸款

本集團 
作出之 

其他貸款 
金額 

本集團
所提供之
財務資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Hareton Limited 50% 702,650 1,097,350 205,407 2,005,407
 
Joyful Sincere Limited 20% 1,769,727 188,273 - 1,958,000

 
以上所述之財務資助及其他貸款均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除對 Joyful Sincere 
Limited 作出之財務資助例外。根據於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簽署之融資協議，對 Joyful 
Sincere Limited 作出之財務資助其中若干部份，會按年息 4.5%收取利息，其前提為 Joyful 
Sincere Limited 須已支付所有發展成本及己清還其他負債並有餘款，但如餘款不足以支付全
部利息，利息則以餘款之數為限。 
 
聯屬公司於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表如下(其中股東貸款共港幣

3,546,877,000 元未包括在內)：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4,776,622 
 ------------- 
流動資產 1,158,558 
流動負債   (91,866) 
 1,066,692 
 ------------- 
非流動負債   (30,194) 
 -------------  ––––––––– 
 5,813,120 
 ======== 
 

於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上述聯屬公司中應佔的權益為港幣 2,624,274,000 元﹙二

○二○年：港幣 2,699,3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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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已符合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之規定。 

 
(i) 守則第 A.5.1 條規定本公司須成立提名委員會。本公司並無設立提名委員會，概因此類

委員會的角色及職能乃由董事局擔任。主席及其他董事不時檢討董事局的組成。董事局

負責向股東建議重選的董事、向股東提供足夠的董事個人履歷資料，讓股東掌握全面資

訊對重選作出決定，以及於有需要時提名董事填補臨時空缺。 

(ii) 守則第 C.2.5 條規定公司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鑑於本集團之架構及規模，董事局認為現

時並無需要設立內部審核功能。 

 

 
 
 
 

承董事局命 
秘書 
郭本德 

 
 
香港，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截至本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局成員為：顏亨利醫生、Fritz HELMREICH、Anthony Grahame 
STOTT*、陳智文*、周明德醫生*及 Michael John MOIR。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