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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下跌至8,160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10%或 880萬港元。鑑於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出售長年
虧損之毛紡貿易業務，毛紡業務之營業額由二零零零年上半年度之2,210萬港

元驟降至業績回顧期內之960萬港元，下跌1,250萬港元。若扣除該等不可比因
素，本集團之營業額實質比去年度同期遞增5%。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淨損980萬港元，較
去年度同期虧損1,150萬港元收窄15%或減少170萬港元。此等虧損主要由於本

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底重組所產生之專業費用620萬港元及於重組完成前
已產生之財務費用380萬港元而導致。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戰略及展望

本公司在控股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正於國內資訊科技及電訊業中

尋求新的投資商機，特別包括網絡基建設施興建、網絡系統集成、互聯網支援

相關服務及發展聰明卡。

多個投資項目尚在研究中，但至此中期報告日期前仍未落實任何具體方案。

儘管全球經濟疲弱，國內經濟預期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中國成功贏得北京奧運

主辦權及臨近加入世界經貿組織，相信對國內經濟發展將產生新的動力。本公

司透過最終由北京市政府管理之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之關係，在尋找投資良機中

佔有優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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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酒樓業務

於業務回顧期間，酒樓營運之營業額上升1%至6,61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

6,540萬港元），但經營利潤則減少43％至47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830萬港
元）。

經營利潤之縮減主要因為兩間位於新加坡之酒家表現欠佳，尤其是新加坡於第

二季度起其經濟負增長所影響。

本集團將竭力防止酒樓業務進一步惡化，故此特推出湛新之食譜及加強推廣活

動，以使現有的客戶有新鮮感及吸引新的顧客。

物業投資及持有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銷售及租賃成績均有滿意的表現。

由於出租率的改善，總租金收入錄得370萬港元，較去年度同期280萬港元增長
30%。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出售物業套現49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

無）。物業部門為本集團帶來經營利潤55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180萬港元）。

本集團將繼續採用現有的物業經營策略，致力提高物業的出租率並同時在合適

的價錢下出售套現。

毛紡業務

傳統毛紡業的市場環境在近幾年間每年持續惡化，縱使本集團已收縮在港的毛

紡業務，惟本集團仍需為國內之共同控制企業分擔虧損160萬港元（二零零零

年：340萬港元）。

根據本集團股權及業務重組方案，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出售沒有盈利貢

獻之毛紡業務，藉此可更有效地分配集團的資源。毛紗存貨以帳面淨值470萬
港元出售。本集團於有關的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以總現金代價

2,110萬港元出售，錄得出售收益 34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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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訂立三份認購協議及一份配售協議（「該等協

議」），按本公司每股股份之發行價 1港元共發行218,000,000股之新股份，總現
金代價為21,800萬港元。該等協議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完成後，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由85,758,750股增加至 303,758,750股。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彼為
一間在香港註冊並上市之公司，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68,000,000股，即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5.31%，成為本公司之間接控股股東。京泰實業（集團）有

限公司間接持有北京控股有限公司50.37%之權益，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

該等協議之所得款項淨額為21,180萬港元。於業績回顧期間，根據二零零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刊發之股東通函內所披露有關所得款項之用途，其中 9,220萬港

元已用作償還本集團部份銀行及其他借款。所得款項餘額於期末主要存放作短

期存款。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鑑於本公司擴大後的股本，本集團之財政狀況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已有明顯的改善。本集團於總部集中營運資源與財務管理，在業績回

顧期內致力降低資金的平均成本。

本集團於期內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增加10,990萬港元至11,630萬港元，其中74%

為港元，20%為美元及6%為其他貨幣。有關的流動資金較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之短期銀行及其他借款8,91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370萬港元）多出 2,720萬港元，其中69%為港元，26%為美元及5%為其他貨
幣。美元以外之外匯貨幣佔很少比率，故此匯率風險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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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為10,870萬港元（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770萬港元），其中3,62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700萬港元）以本集團部份現行價值7,60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1,730萬港元）之資產作抵押，9,910萬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570萬港元）以浮動利率付息。本集團按股東權益22,690萬港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30萬港元）計算，錄得資本負債率 48%（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1%）。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支出170萬港元（二零零

零年六月三十日：140萬港元）由內部資源支付。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無重大資金承諾。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148%及
121%（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及11%）。管理層確信以目前本集團之

營運現金及財政資源狀況足以應付本集團來年之財務需求。假使遇上投資商機

而需要額外資金，管理層亦相信本集團能以較佳的財政狀況獲取有利的融資條

款。

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僱用約400名全職僱員（二零

零零年六月三十日：290名），其中25名（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25名）受僱於

香港。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用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630
萬港元（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1,380萬港元）。本集團相信其僱員薪酬具競

爭能力。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董

事會可自行決議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僱員（包括該等公司

之執行董事）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該計劃設立之目的為推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之行政人員及主要僱員保持並提高股東之長遠利益，為本公司及有關之附屬

公司吸引及保留其僱員之經驗和技能，並為僱員之未來貢獻作出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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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按行使價每股1.13港元分別授出10,900,000
份及 4,300,000份 購股 權予 本 公司 執 行董 事及 本 集團 若 干僱 員，合共

15,200,000份。該等購股權可分兩或三個相等部份行使。首部份可於二零零二

年一月一日起行使，而其餘每一部份可於往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開始行使。

所有未被行使之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底失效。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無任何重大

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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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1,601 90,391
銷售成本 (40,963) (52,071)

毛利 40,638 38,320
其他收入 3 2,743 1,576
銷售費用 (31,754) (27,540)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15,492) (8,411)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4 (3,865) 3,945
財務成本 5 (5,344) (7,61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16) (1,215)
應佔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1,585) (3,417)
出售附屬公司溢利 6 911 －
出售共同控制企業溢利 6 2,506 －

除稅前虧損 (8,193) (8,302)
稅項 7 (688) (1,11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881) (9,416)
少數股東權益 (945) (2,104)

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淨損 (9,826) (11,520)
期初累積虧損 (96,023) (74,161)

(105,849) (85,681)
資產重估儲備轉入 461 461

期末累積虧損 (105,388) (85,220)

每股虧損（仙） －  基本 8 (5.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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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收益及虧損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海外企業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697) (372)

在損益表中未確認之淨虧損 (697) (372)

股東應佔本期淨損 (9,826) (11,520)

已確認虧損總額 (10,523) (1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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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7,342 71,146
投資物業 48,250 48,2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0,212 68,826
於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 18,698

185,804 206,920

流動資產
存貨 21,360 24,527
待出售物業 12,888 13,856
應收貿易帳款 9 3,291 2,795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2,361 6,152
關連公司欠款 19,619 －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6,349 6,472

185,868 53,80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帳款 10 7,452 7,99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1,985 22,582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89,125 73,710
欠間接控股公司款項 659 16,050
欠少數股東款項 － 3,705
欠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 7,077
應繳稅項 6,026 6,292

125,247 137,413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60,621 (83,61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6,425 123,30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19,553) (103,983)

226,872 19,326
少數股東權益 4,836 4,905

231,708 24,231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 303,759 85,759
儲備 33,337 34,495
累積虧損 (105,388) (96,023)

231,708 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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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039) 7,096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 (19,903) (4,744)

已付稅項 (1,212) (487)

投資活動 908 (13,969)

未計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38,246) (12,104)

融資活動 147,994 15,33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 109,748 3,22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2,316) (14,082)

外匯匯率變動，淨額 (19) (36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97,413 (11,225)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6,349 7,392

銀行透支 (18,936) (18,617)

97,413 (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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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
「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有關規定所編
制。

編制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週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酒樓營運、物業投資及羊毛紡織品貿易。根據本集團股權及業務
重組方案，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已出售沒有盈利貢獻之毛紡業務，藉此更
有效地分配集團的資源。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及營運地區劃分之分類收入及業績歸納如下：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酒樓營運 66,136 65,448 4,680 8,304
物業投資 5,830 2,839 5,505 1,795
羊毛紡織品貿易 9,635 22,104 532 683

81,601 90,391 10,717 10,782

利息收入 910 1,574
未分類行政費用 (15,492) (8,411)

(3,865) 3,945

按地區劃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16,053 25,525 6,822 3,482
其他地區 22,171 22,675 1,967 1,977

東南亞其他地區 43,377 42,191 1,928 5,323

81,601 90,391 10,717 10,782

利息收入 910 1,574
未分類行政費用 (15,492) (8,411)

(3,865)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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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10 1,574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1,777 －
什項收入 56 2

2,743 1,576

4.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39,728 51,771
待出售物業成本 968 －
折舊 3,196 2,773
按經營租約之土地及樓宇租金 4,516 4,359
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1,379 928

並已計入：

淨租金收入 2,619 1,795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租賃土地及樓宇 1,664 －
其他固定資產 113 －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透支及須於五年內
悉數償還之其他貸款
之利息 5,344 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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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止業務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底：

(a) 本公司之羊毛紡織品存貨以帳面淨值4,662,000港元出售予關聯公司；

(b) 本公司出售於附屬公司「中紡企業有限公司」全部70%之權益，及股東貸款
1,518,000港元予關聯公司，現金代價為 1,518,000港元，錄得911,000港元
之出售收益；及

(c) 本公司出售於國內的共同控制企業「北京金羊毛紡有限公司」全部50%之權
益予關聯公司，現金代價為19,619,000港元，錄得2,506,000港元之出售收
益。

出售收益乃根據銷售金額與所出售資產及負債之賬面淨值之差額而釐定。

羊毛紡織品貿易之業績已記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分類內。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69 79
其他地區 877 1,600
去年度超額之撥備 － (168)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258) (397)

期內之稅項 688 1,11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零年：
16%）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規、
詮釋及慣例按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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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經常性業務
淨損9,826,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1,520,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已發行股本
之加權平均數194,758,750股（二零零零年：85,758,75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攤薄後每股虧損並無呈列，因本公司尚未

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對基本每股虧損有反稀釋影響。由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並無可攤薄事件，固並無計算該期間之攤薄後每股虧損。

9. 應收貿易帳款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到期之款項：
三個月內 2,883 2,613
四至六個月內 214 12
七至十二個月內 1 －
超過一年 193 170

3,291 2,795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銷貨客戶平均30天至90天信貸期限。

10. 應付貿易帳款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清還之款項：
少於三個月 7,290 7,149
四至六個月 66 378
七至十二個月 96 －
超過一年 － 470

7,452 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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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17,274 48,207
　無抵押 23,400 23,190
銀行透支，有抵押 18,936 18,788
其他借款，無抵押 49,068 87,508

108,678 177,693
減：列作流動負債之部份 (89,125) (73,710)

長期部份 19,553 103,983

本集團之若干銀行借款由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總現行價值75,983,000
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112,000港元）之固定資產、投資物業及待
出售物業按揭作為抵押。

12. 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股
（二零零零年：160,000,000股）
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6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03,758,750股
（二零零零年：85,758,750股）
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303,759 85,759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透過增加發行840,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致使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60,000,000港元增加至1,000,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集團重組計劃，本公司發行 218,000,000股每股
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總現金代價218,000,000港元作為營運資金及投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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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董事會於二零零一
年六月十九日按行使價每股1.13港元授出合共15,200,000份購股權予本公司執行
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支付該等購股權之總代價微不足道。該等購股權可分兩
或三個相等部份行使。首部份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行使，而其餘每一部份

可於往後年度每年之一月一日開始行使。所有未被行使之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底失效。

13. 資本承諾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沒有任何重大之
資本承諾。

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沒有任何重大之

或然負債。

15. 關連交易

除附註6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連公司於期內之重要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原料予本公司董事
擁有權益之公司 (i) 1,836 999

出售製成品予關聯公司 (i) 4,662 －

購買共同控制企業之製成品 (i) 867 12,828
支付間接控股公司之貸款利息 (ii) 2,396 3,619
收取聯營公司之貸款利息 (ii) － 1,549

(i) 出售原料和製成品予關連公司及向關連公司購買製成品均以估計貨物之購
買價或生產價而訂價。

(ii) 支付間接控股公司及收取聯營公司之貸款利息以香港最優惠年利率計算。

16.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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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經由本公司核數
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29條須存置
之登記冊所記錄，董事在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股本中擁有下列之權益：

(a) Sunbird Holdings Limited（「Sunbird」）實益擁有 2,400股香港福華投資有
限公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相等於其 24%已發行股本。

(b) Sunbird實益擁有2,400股香港鴻運國際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相等於其 24%已發行股本。

(c) Sunbird實益擁有6,000股阿一鮑魚富臨酒家控股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新加
坡元之普通股股份，相等於其 24%已發行股本。

本公司董事吳光發先生在Sunbird擁有實益股東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
（定議見證券（公開權益）條例）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中擁有任何個人、家族、企
業或其他權益。

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持有供彼等依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認
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中擁有下列之權益：

董事姓名 持有購股權之數目

熊大新先生 2,800,000
白金榮先生 2,600,000
毛祥東博士 1,600,000
鄂 萌先生 1,600,000
吳光發先生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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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購股權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 1.13港元，每位董
事就其獲授之購股權支付之現金代價為1港元。該等購股權分三個相等部份行
使。首部份可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隨時行使，而其餘每一部份可於其後年

度每年之一月一日開始行使。所有仍未被行使之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
十六日失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候概無授出任何權利予任何董事或彼等配偶

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致使彼等可透過購買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

公司亦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 16(1)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以下為擁有本公司股本 10%或以上權益之股東：

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權益

%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 168,000,000 55.31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168,000,000 55.31
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168,000,000 55.31
Illumination Holdings Limited 58,618,368 19.30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而
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持有北京控股有限公司50.37%之權益。因此，

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均被視為擁有 Idata Finance

Trading Limited所擁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須根據証券（公開權益）

條例第16(1)條記錄之給予權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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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據董事認為，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並膺選連任，及本公司尚未成立審核委員會外，本

公司於本中期報告之會計期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熊大新

香港

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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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審閱報告

致：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我們受 貴公司委托審閱於第 7頁至16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的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規定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是董事的責任，並已由他們審批。

審閱工作

我們的審閱工作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七零零條「審閱中

期財務報告」進行的。審閱範圍主要包括對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及運用分析性

程序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分析，並據此評估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列報形式是否

一致及貫徹地運用（除非已在中期財務報告內另作披露）。審閱工作並不包括

審計程序（如測試內部監控系統和核實資產、負債及交易活動）。由於審閱的工

作範圍比審計工作少很多，因此只能提供較審計工作為低的確定程度。所以，

我們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根據我們審閱（並不構成審計工作）的結果，我們並不察覺須對截至二零零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任何重大的修改。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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