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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3）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
GREAT WORLD COMPANY HOLDINGS LTD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點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中小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
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是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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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
《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
所載任何內容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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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約為11,516,000

港元及51,752,000港元，去年同期營業額則分別約為3,358,000港元及6,175,000

港元。

•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分別約為6,071,000港元及7,33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約為 1,307,000港元及3,737,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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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之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簡
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
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全部均為未經審核及以簡明方式呈列，統稱「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連同
經選定之解釋附註及比較資料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516 3,358 51,752 6,175
銷售成本 (11,473) (2,304) (51,468) (4,795)    

毛利 43 1,054 284 1,380

其他收益 2 – 1 39 130
議價收購收益 – – – 434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
本產生收益╱（虧損） (2,160) 5,135 (852) 5,135

銷售及分銷成本 (47) (1) (60) (21)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3,494) (3,172) (6,631) (5,991)
融資成本 (600) (552) (1,175) (1,0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6,258) 2,465 (8,395) (16)

所得稅抵免 5 97 90 201 250    

本期間溢利╱（虧損） (6,161) 2,555 (8,194) 234
    

以下應佔本期間溢利╱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071) (1,307) (7,335) (3,737)
非控股權益 (90) 3,862 (859) 3,971    

(6,161) 2,555 (8,194) 23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6 (0.26)港仙 (0.06)港仙 (0.31)港仙 (0.1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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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6,161) 2,555 (8,194) 23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或會重新列入損益之項目
－本期間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6,817) 4,009 (19,512) 7,97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6,817) 4,009 (19,512) 7,973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2,978) 6,564 (27,706) 8,207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62) 2,890 (23,073) 3,525

非控股權益 (1,416) 3,674 (4,633) 4,682    

(12,978) 6,564 (27,706) 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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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9 5,588 6,17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0,478 13,013
投資物業 11 58,131 63,789
商譽 12 39,516 39,516
生物資產 13 39,643 42,103  

153,356 164,597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13 4,296 4,439
持作出售物業 14 87,550 95,97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63,160 56,908
現金及銀行存款 39,276 59,116  

194,282 216,43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35,528) (35,001)
應付董事款項 17 (6,576) (6,57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 (54,258) (59,543)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7 (2,284) (2,319)
應付所得稅 (1) (9)  

(98,647) (103,448)  

流動資產淨值 95,635 112,986  

非流動負債
應付股東款項 17 (69,414) (69,414)
可換股票據 18 (28,992) (27,817)
遞延稅項負債 (19,835) (21,896)  

(118,241) (119,127)  

資產淨值 130,750 158,4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23,689 23,689
儲備 63,944 87,0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7,633 110,706
非控股權益 43,117 47,750  

總權益 130,750 15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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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

據權益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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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3,689 233,339 13,454 11,513 (11,302) (139,894) 130,799 10,914 141,713         

收購附屬公司（未經審核） – – – – – – – 27,410 27,410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扣除稅項 – – – – 7,262 (3,737) 3,525 4,682 8,207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3,689 233,339 13,454 11,513 (4,040) (143,631) 134,324 43,006 177,330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3,689 233,339 13,454 11,513 7,334 (178,623) 110,706 47,750 158,45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扣除稅項 – – – – (15,738) (7,335) (23,073) (4,633) (27,706)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3,689 233,339 13,454 11,513 (8,404) (185,958) 87,633 43,117 (13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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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1,714) 39,417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2,516) (77,930)

融資業務（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5,285) 4,32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淨額 (19,515) (34,184)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9,116 62,731

匯率變動之影響 (325) 26,381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9,276 54,92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39,276 5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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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所載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年初至今所採用政策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
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開
始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會計政策及本會計期間或過往
會計期間呈報之業績造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現正評估其對
本集團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之影響。

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經營租賃租金收入 179 160 306 283

林業產品銷售 – – – –

服務收入 – 3,198 – 5,892

一般買賣 11,337 – 51,446 –    

11,516 3,358 51,752 6,175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 1 3 4

外匯收益 – – – 126

雜項收入 – – 36 –    

– 1 39 130    

收益總額 11,516 3,359 51,791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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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按業務組合（產品及服務）及地區劃分為分部進行管理。本集團按照與向最
高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所採用者一致之方式呈報下列四
個可呈報分部。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經營業務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物業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營運及管理住宅及商用物業

林產業務 研究及發展可用於清潔能源行業之林業產品、培育、改良及
應用農業技術

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 

建設業務
環境美化工程及土石方工程建設、養護以及種植及銷售森林
樹木和鮮花

一般買賣 出售資訊科技產品

管理層分開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本集團表現評估作出決策。
分部表現乃按可呈報分部之業績評價，其為經調整除稅前虧損之計算方法。除未分配收
入、融資成本及開支不納入該等計算外，經調整除稅前虧損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之計算
方式一致。

除商譽及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除應付所得稅、可換股票據、遞延稅項負債及未分配企業負債外，所有負債分配至可呈
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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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分部所屬行業不同，所需經營制度及策略亦不同，故分開管理。此等可呈報分部之
間並無進行銷售或其他交易。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a) 分部收益、損益及其他選定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

業務

林產

業務

環境美化

及土石方

工程建設

業務 一般買賣 總計 物業業務 林產業務

環境美化

及土石方

工程建設

業務 一般買賣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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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之 

收益 179 – – 11,337 11,516 306 – – 51,446 51,752
利息收入 – – – – – – 2 – – 2
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減出售 

成本產生虧損 – (2,160) – – (2,160) – (852) – – (852)
土地使用權攤銷 – (22) – – (22) – (42) – – (4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 (1) (14) (167) – (182) (2) (30) (352) – (384)

可呈報分部溢利╱
（虧損）總額 8 (300) (396) 20 (668) (80) (554) (663) 124 (1,173)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業務 林產業務

環境美化
及土石方
工程建設

業務 總計 物業業務 林產業務

環境美化
及土石方
工程建設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60 – 3,198 3,358 283 – 5,892 6,175

利息收入 – – – – – 2 – 2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 

出售成本產生收益 – 5,135 – 5,135 – 5,135 – 5,1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 (17) (175) (193) (3) (32) (310) (345)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總額 (9) 4,889 617 5,497 (58) 4,567 1,133 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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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總收益 11,516 3,358 51,752 6,175    

綜合營業額 11,516 3,358 51,752 6,175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 

（虧損）總額 (668) 5,497 (1,173) 5,642

未分配企業收入 – 1 39 564

未分配企業開支 (5,590) (3,033) (7,261) (6,222)    

綜合除稅前虧損 (6,258) 2,465  (8,395) (16)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總值 270,978 291,552

未分配企業資產 76,660 89,479  

綜合資產總值 347,638 381,031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總額 (104,271) (105,050)

未分配企業負債 (112,617) (117,525)  

綜合負債總額 (216,888) (22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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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261 1,065 2,465 1,8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30 1,065 1,444 1,228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476 297 969 643 

有關諮詢服務之以股份為基礎 

付款開支 – 205 – 407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600 552 1,175 1,083
    

5.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 – 72

中國企業所得稅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 6 1    

– – 6 73

遞延稅項 97 90 195 177    

本期間所得稅抵免 97 90 201 250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
稅溢利以利率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
施細則，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

由於本集團並無自經營業務獲取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內並無就即期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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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071) (1,307) (7,335) (3,737)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368,936 2,368,936 2,368,936 2,368,936
    

由於行使購股權之影響及可換股票據具有反攤薄性質，故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
相同。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出售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Great World Investments Limited（「賣方」）
與吳華鵬先生（「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
萃天控股有限公司（「萃天」）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51%，代價為 34,680,000港元（「出售事項」）。
萃天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環境美化工程及土石方工程建設、養護以及種植及銷售森林
樹木和鮮花（即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經營的業務分部）。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
之主要及關連交易，須經股東批准。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並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完成。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
司已不再持有萃天及其附屬公司以及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之任何權益。出售
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
月二十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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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土地使用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253
匯兌調整 (55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99
 

累計攤銷：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77
本期間攤銷撥備 42
匯兌調整 (8)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1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8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176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6,458
添置 4
出售 –
匯兌調整 (1,438)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024
 

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445
本期間折舊撥備 1,444
出售時抵銷 –
匯兌調整 (343)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546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47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3,013
 

本期間折舊撥備約為1,444,000港元，其中約409,000港元已作為開支扣除（如附註4所披露），
而約1,035,000港元已計入生物資產之添置（如附註 13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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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3,789

匯兌調整 (5,658)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8,131
 

投資物業包括以中期租約持有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物業之商業、地庫停車場及設施部
分。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概無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於損益確認。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分別約為34,000

港元及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30,000港元及 57,000港
元）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租金收入分別
約為179,000港元及3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160,000港
元及283,000港元）。

12.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9,996

添置 –

出售 –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9,996
 

累計減值：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480

撥備 –

抵銷 –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480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9,516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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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林產業務 9,257 9,257
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 30,259 30,259  

39,516 39,516
  

就減值測試而言，所收購商譽已分配至以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 盈寶利集團（林產業務分部）

－ 萃天集團（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分部）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或倘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減值時，則更頻密進行
減值測試。

13. 生物資產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6,542
添置 2,475
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虧損 (852)
匯兌調整 (4,226)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3,939
 

生物資產指活體植物及可供出售之農產品，分析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部分 39,643 42,103
流動部分 4,296 4,439  

43,939 46,542
  

14. 持作出售物業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5,971
添置 91
匯兌調整 (8,512)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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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出售物業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物業之住宅部分。

1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6,010 56,018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6,596 379

按金 554 511  

63,160 56,908
  

附註：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主要包括就不同供應商種植及供應園林產品所支付的
款項（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而供應商為獨立第三方。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6,010 56,018

減：呆賬撥備 – –  

16,010 56,018
  

於釐定應收款項之可收回性時，本集團考慮信貸首次授出當日起至報告期末止各應收
款項之信貸質素是否有任何變動。由於其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的跡象，故並無確認減
值。

以下為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近）並扣除呆賬撥備呈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1,337 47,950

三個月至六個月 – 4,289

超過六個月 4,673 3,779  

16,010 5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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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1,794 21,668

其他應付款項 10,713 11,662

預收款項 – 107

應計費用 3,021 962

已收按金 – 602  

35,528 35,001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三個月內 11,705 9,969

三至十二個月 9,417 11,350

超過十二個月 672 349  

21,794 21,668
  

附註：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應付董事及本公司附屬公司股東款項，該等款項為無固
定還款期、無抵押及免息。

17. 應付董事╱關連公司╱非控股權益╱股東款項

該等應付董事╱關連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
期。

應付股東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股東並無表明有意於報告
期末後十二個月內要求還款，有關款項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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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變動載列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7,817

實際利息開支 1,175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8,992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不少於六名獨立第三方認購人發行合共賬面值為
11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票據（「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為
無抵押、免息及須自發行日期起計第五週年之到期日還款。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持有
人有權於兌換期內，隨時按初步換股價每股 0.10港元將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全部或部
分未贖回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該金額已變更為每股0.08港元，自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九日起生效，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之公告。

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為包括負債及權益兩部分之複合財務工具。負債部分之公平值乃
按同等非可換股票據之市場利率以折現現金流法計算。負債部分於首次確認時之實際利
率約為 14%。權益部分以二項式樹狀定價模式按公平值列賬，作為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
計入股東權益。

19.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368,936 2,368,936 23,689 23,689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發行新股份。



– 20 –

20. 儲備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三年修訂），並在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條文之規限
下，本公司可自股份溢價賬向本公司擁有人作出分派，惟本公司須於緊隨建議分派股息
日期後，仍能償還其於日常業務中到期之債務。

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但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分之價值，有關遞
延稅項已確認。

購股權儲備指根據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所確認之未行使購股權之公平
值。

匯兌儲備包括所有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21.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賃若干物業。物業之租賃按一至三年租期磋商。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於下列限期支付之未來最低租賃
付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作為承租人
物業
－一年內 724 1,23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129  

724 1,368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以下末來最低租賃應收款與租戶訂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作為出租人
物業
－一年內 641 34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11 45  

1,152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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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已訂約但未於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並無
未結清之承擔（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22. 關連方交易

(a)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及若干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薪酬及其他福利 564 551 1,125 1,088
    

(b)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本公司董事╱關連公
司╱非控股權益╱股東款項已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披露；其他詳情於附註17披露。



– 22 –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1,752,000港元，去
年同期之營業額則約為 6,175,000港元，增幅約為738%。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335,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737,000港元增加約96%，乃主
要由於人民幣兌港元貶值令生物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虧損以及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及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業務回顧

物業業務

本集團擁有一項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四川省樂山市之物業，該物業包
括一幅地盤面積約3,111.96平方米（「平方米」）之商住發展地盤。物業之建築面積
約為28,251.82平方米（包括地庫），並由住宅、商業、地庫停車場及設施四個功能
各不相同之部分組成。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臨時出租物業之商舖部分產生收益
306,000港元。本集團預期，隨著樓市逐步回暖，將開始出售物業住宅部分及出
租物業若干住宅部分及╱或地庫停車場空間。

林產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林產業務並無產生營業額。本集團預期
收穫後於財政年度下半年將獲得向終端客戶銷售生長良好植物產生之收益。

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更換總統後延遲於安哥拉共和國之
新項目，於現有項目完成後，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並無產生收益。
本公司與吳華鵬先生（「吳先生」，本集團向其收購萃天控股有限公司（「萃天」）的
51%股權，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進行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商議及
達成協議按原收購價 34,680,000港元出售萃天51%股權予吳先生（「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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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
准，並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完成。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已不再持有萃
天及其附屬公司以及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之任何權益。出售事項的
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八
年九月二十日的通函。

一般買賣

本集團積極尋求商機及物色新的投資機會以進一步多元化其業務，鞏固及拓
寬收入基礎。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買賣業務產生收益總額約
51,446,000港元，該業務由二零一八年三月成立的合營企業引介。

本集團正嘗試引進不同的產品組合及營銷渠道以拓展其買賣業務，並積極向
上下游方向探索發展機遇。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39,276,000港元，較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59,116,000港元減少約33.56%。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95,635,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112,986,000港元）。

本集團大部分貿易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算（惟去年同
期若干於安哥拉共和國進行之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工作所產生的銷售
成本除外，該等成本以安哥拉匡撒計值）。本集團採取保守財資政策，幾乎所有
銀行存款均為港元，或為中國經營附屬公司業務之人民幣，務求將外匯風險減
至最低。本集團嚴密監察外幣匯率之變動及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
風險。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外匯合同、利息或貨幣掉期
或其他用作對沖之財務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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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本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3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368,936 23,689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配發及發行新股份。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乃界定為債務淨額（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對權益
之比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約為67%（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與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相比增
加乃主要由於現金及銀行存款減少。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38名僱員（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84名僱員）。本集團不時檢討僱員薪酬，一般每年調整薪金，或視乎年資及表現
出色而在許可情況下隨時作特別調整。除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僱員福利，包
括醫療保險及公積金。本公司董事（「董事」）亦可因應本集團之財務表現而酌情
向本集團僱員提供購股權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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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
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終止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自二零
一二年八月三日開始之十年期間內具效力及生效，據此，董事、僱員、客戶或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個別商業機構或實體等指定人士可接納購股權，以按
照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所訂條款與條件認購本公司股份。根據二零一二年
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授出購股權當時或股東於股東
大會批准更新限額當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10%。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顧問及
僱員授出購股權，從而彼等有權按每股 0.264港元認購合共112,000,000股股份。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
購股權。

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數目變動及其相關加權
平均行使價如下：

計入購股權之相關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期內註銷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至 

二零二六年 

一月六日

0.264港元 33,600,000 – – – – 33,600,000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至 

二零二六年 

一月六日

0.264港元 78,400,000 – – – – 78,400,000

      

112,000,000 – – – – 112,00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購股權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註銷、行
使或失效，亦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
的子女獲授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權益或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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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的原則並遵守其規定。

董事會

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張炎強先生及楊薇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即
吳美琦女士（董事會主席））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趙咏梅女
士及楊富裕博士）。陳應昌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
事。

董事會負責審閱、評估及落實本公司策略及政策、年度預算案、業務計劃及表
現，並可全面取得有關本集團足夠而可靠之最新資料，以便彼等作出適時決
策。董事會亦透過對本集團事務作出指示及監督，共同負上領導及監控本集團
之責任，並促進本集團之成功。

董事會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設立三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該等委員會已獲提供充足資源以履行彼等之職責，並可於適當時及
按要求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趙咏梅女士及楊富裕博士）。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會面，檢討
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及季度、中期及年度報告。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張炎強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趙咏梅女士（在陳應昌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辭任
後的同日獲委任）及楊富裕博士）。提名委員會檢討董事會之組成並於需要時向
董事會提名合資格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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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吳美琦女士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趙咏梅女士（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楊富裕博士）。薪酬委員會審閱及釐定本集團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

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董事及本
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
短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長倉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及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總數

於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吳美琦女士 – 337,920,000 337,920,000 14.26%

（附註）

附註： 該等股份由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持有，而吳美琦女士為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人。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包括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
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
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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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任何時間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以致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其配偶
或未滿18歲之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
益。

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除下文披露者外，據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
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已
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登記冊內之權益或短倉，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權益。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
普通股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 

（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公司 337,920,000 14.26%

黃世再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55,000,000 6.54%

附註：

1. 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本由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吳美琦女士實益擁有。

2. 黃世再先生（「黃先生」）所持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配發，作為收購一間由黃先生

全資擁有公司100%股權之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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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董事並無知悉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任
何緊密聯繫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擁有任何業務或權
益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
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亦無買賣本公司
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載列之規定交易標準，作為董事進
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所採納之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美琦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 (i)兩名執行董事：張炎強先生及楊薇女士；(ii)一名非
執行董事：吳美琦女士；及 (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琯因先生、趙咏梅女士
及楊富裕博士組成。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載於GEM網站 (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gwchl.com)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