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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 CHEONG HOLDINGS LIMITED
順昌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順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集團之中期業績並未經審核，
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37,480  ��,�0�
維修成本  (38,844 ) (��,��� )    

毛利╱（毛損）  (1,364 )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519  ���
行政開支  (5,691 ) (�,��� )
其他經營開支  (486 ) (��� )
融資成本 � (645 ) (��� )    

除稅前虧損 � (6,667 ) (�,��� )
稅項 � (2 ) (�� )    

期內虧損  (6,669 ) (�,��� )    

應佔：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6,662 ) (�,��� )
少數股東權益  (7 ) (��� )    

  (6,669 ) (�,��� )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 (3.29仙 ) (�.��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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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1  �,���    

流動資產
應收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13,340  ��,���
應收貿易賬款 � 25,696  ��,���
應收保證金  171  ���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175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68,410  ���,���    

流動資產總額  323,792  ���,���    

流動負債
應付工程合約客戶總額  15,974  ��,0��
應付貿易賬款 � 13,918  �0,���
應付保證金  696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6,141  ��,���
應繳稅項  2  –    

流動負債總額  46,731  ��,���    

流動資產淨值  277,061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79,452  ���,���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76,359  ��,���    

資產淨值  203,093  �0�,���    

權益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473  �,���
可換股債券之權益部分  43,272  ��,���
儲備  155,690  ��,��0    

  202,435  �0�,���
少數股東權益  658  ���    

權益總額  203,0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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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須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會計政策

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本期間之財務報
表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對本集團有影響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專營權安排
 －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定額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
 －詮釋��  資本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之計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
訂準則、修訂或詮釋。董事會預期採納下文所列之頒佈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
於初步採納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分開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修訂） 可沽售之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以股份為付款基礎－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興建房地產之協議�

 －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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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源自提供樓宇相關保養服務。本集團僅有一項業務分類。

(b) 地域分類

由於本集團超過�0%之收入源自香港之客戶，而本集團超過�0%之資產均位於香港，
故並無呈列地域分類資料。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519  ���
其他 –  ���   

 1,519  ���
   

4.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30  ���
可換股債券利息 615  –   

 645  ���
   

本集團於上述兩個期間均無將任何利息撥作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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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保養及安裝成本 38,844  ��,���   

折舊 97  �0�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241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719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486  ���
   

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香港 2  ��   

 2  ��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二零零七年：
��.�%）稅率撥備。

7.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本公司
可換股債券之權益及假設悉數兌換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對虧損之攤薄影響，如適用（見下
文）。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數目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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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虧損及攤薄虧損金額之計算乃根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6,662 ) (�,��� )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2,305,500  ���,���,���

可換股債券對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之攤薄影響 162,826,478  –   

 365,131,978  ���,���,���
   

* 由於計及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會令每股攤薄虧損金額減少，故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對
期內之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披露每股攤薄虧損金額。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攤薄事項，故並無計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9,834  �0,��0
減值 (4,138 ) (�,0�� )   

 25,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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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應收貿易賬款減值後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5,565  �,���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4,064  �,���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807  �,���
九十天以上 14,260  ��,���   

 25,696  ��,���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掛賬期一般由貨到付款至六十天不等，若干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關
係及財務狀況鞏固之客戶可獲提供較長之掛賬期。本集團力求就結欠之應收款項維持嚴謹
監控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鑑於上述者及本集團應收貿
易賬款涉及大量分散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9.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天 2,073  �0,���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350  ��0
六十天以上 11,495  �,���   

 13,918  �0,���
   

該等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並一般於六十天內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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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為��,�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00,000港元），而期內虧損則為�,�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虧損淨額為�,�00,000港
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入為��,�00,000港元，較上期之��,�00,000
港元減少��.�%。業務量下降主要由於來自香港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之工程訂單減少所
致。

期內虧損主要由於外判費用及物料成本上調令毛利減少所致。

業務前景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樓宇相關保養服務。董事會已不時物色合適投資機遇，以拓闊
本集團之收入來源。

本集團目前正收購南寧之一間酒店（「酒店」）。本集團可能就有關收購酒店之重大發展另
行發出公佈及資料，以遵從上市規則有關披露及╱或批准之規定。

就於廣西南寧成立一間新合營公司方面，本集團正向中國有關政府當局申請貿易許可
證。

鑑於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發展較落後地區之經濟，以及中國二線城市之地方旅遊業迅速發
展，董事會認為，該等中國城市將吸引愈來愈多投資者以及海外及本土之旅客和遊客前
往，從而締造酒店服務需求，亦提升酒店之價值。董事會深信，收購酒店可令本集團把
握廣西壯族自治區經濟蓬勃發展之良機。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本集團訂立補充協議，以修訂酒店收購協議之若干條款及條
件。交易詳情乃於向本公司全體股東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之通函內披
露。有關酒店收購之股東特別大會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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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大部分以港元計算。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無
抵押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約���,�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00,000港
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尚未償還之銀行借貸（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無）。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
算）為零（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零）。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大部分以港元結算，故本集
團認為毋須利用金融工具對沖。

資金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列值。因此，本集團所面對之外匯波動風險甚低。然
而，本集團仍會嚴密監控整體貨幣及利率風險，並於有需要時對沖貨幣風險及利率風
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作
為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約��名員工。酬金乃參考市場條款及根據
有關員工之資歷及經驗釐定。薪酬按個別僱員之工作表現每年檢討。本集團亦為所有合
資格員工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計劃、醫療保險及教育津貼。

企業管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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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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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中期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年期委任，並可膺選連任。本公
司全體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年期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採取足夠措施，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嚴謹程度不會低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規定者。

�.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規定，各董事（包括按指定年期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
值告退一次。董事會將確保除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以外之各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
值告退一次，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現時認為，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人選
之持續性，可為本集團帶來強勢而貫徹之領導，此舉對本集團營運順暢至關重要。

�.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B.�.�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至少應包括企業管治守則條
文所載之特定職責。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為其薪酬委員會採納職
權範圍（其後獲修訂）。根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有責任「檢討」而非
「釐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特定薪酬組合。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檢討，並分別向董事會及董事會
主席作出推薦意見，以供彼等經參考市場薪酬及個別員工表現後釐定。董事認為，目前
之做法已達到企業管治守則所規定之目的。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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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有定期召開會議，並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
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並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順昌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曹晶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當日，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兩名為執行董事，即曹晶女士（執行主席）及
張少華先生（董事總經理）；一名為非執行董事，即莫天全先生；以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葉劍平教授、Derek Palaschuk先生及姚旭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