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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
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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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
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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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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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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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
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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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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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約為5,566,000
港元及8,838,000港元，去年同期營業額則分別約為4,872,000港元及
5,247,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來自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分別約為2,680,000港元及7,26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來自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約1,696,000港元及9,369,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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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財務資
料，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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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面收入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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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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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566 4,872 8,838 5,247

銷售成本 (4,824) (3,259) (7,789) (3,259)
        

毛利 742 1,613 1,049 1,988

其他收益 2 3 35 48 36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確認之收益 – 2,623 – 2,6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 (287) (3) (287)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808) (3,508) (6,534) (9,772)

融資成本 (942) (2,728) (2,599) (5,380)
        

除稅前虧損 4 (3,006) (2,252) (8,039) (10,792)

所得稅抵免 5 276 418 549 856
        

本期間虧損 (2,730) (1,834) (7,490) (9,936)
      

以下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80) (1,696) (7,267) (9,369)

非控股權益 (50) (138) (223) (567)
      

(2,730) (1,834) (7,490) (9,936)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6 (0.11)港仙 (0.11)港仙 (0.32)港仙 (0.6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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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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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2,730) (1,834) (7,490) (9,936)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或會重新列入損益之項目
－期內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409) (3,622) (4,766) (3,580)

重新列入損益之項目
－於出售海外業務時自匯兌儲備撥出 – (1,120) – (1,120)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2,409) (4,742) (4,766) (4,70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5,139) (6,576) (12,256) (14,636)
    

以下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040) (6,155) (11,593) (13,797)

非控股權益 (99) (421) (663) (839)
    

(5,139) (6,576) (12,256) (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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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331 2,596
投資物業 9 59,290 61,383
商譽 10 49,996 49,996
預付款項 6,714 7,122
其他無形資產 1,187 –

  

119,518 121,097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11 88,905 92,014
存貨及在建合約工程 12 44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66,270 73,218
現金及銀行存款 73,397 70,718

  

228,616 235,9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9,086) (5,950)
應付董事款項 15 (9,472) (9,303)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 (57,826) (59,565)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5 (69,536) –

  

(145,920) (74,818)
  

流動資產淨值 82,696 161,132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5 – (35,696)
可換股票據 16 (24,565) (74,432)
遞延稅項負債 (20,940) (25,076)

  

(45,505) (135,204)
  

資產淨值 156,709 147,02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23,689 19,039
儲備 121,303 115,60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4,992 134,645
非控股權益 11,717 12,380

  

總權益 156,709 14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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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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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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35,313 131,018 51,552 – 2,750 314 (246,154) 74,793 – 74,793          

本期間虧損 – – – – – – (9,369) (9,369) (567) (9,93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於出售海外業務時自匯兌儲備撥出 – – – – (1,120) – – (1,120) – (1,120)

－期內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3,308) – – (3,308) (272) (3,58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扣除稅項 – – – – (4,428) – (9,369) (13,797) (839) (14,636)          

發行代價股份 2,081 13,525 – – – – – 15,606 – 15,606

配售股份 6,500 33,800 – – – – – 40,300 – 40,300

股份發行開支 – (304) – – – – – (304) – (304)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自其他儲備撥出 – – – – – (314) 314 – – –

發行轉換股份 14,000 – (5,743) – – – – 8,257 – 8,257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11,963 11,963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7,894 178,039 45,809 – (1,678) – (255,209) 124,855 11,124 135,979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9,039 200,789 35,144 11,513 (3,338) – (128,502) 134,645 12,380 147,025
          

發行代價股份 4,650 32,550 (15,260) – – – – 21,940 – 21,94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扣除稅項 – – – – (4,326) – (7,267) (11,593) (663) (12,256)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689 233,339 19,884 11,513 (7,664) – (135,769) 144,992 11,717 156,709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5,315 (50,095)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1,189) (2,414)

融資業務（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271) 69,60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淨額 2,855 17,09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0,718 69,377

匯率變動之影響 (176) (231)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3,397 86,239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73,397 8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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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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數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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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之確認及計量規定計算。財務資料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所載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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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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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石礦產加工收入 – 368 – 743
經營租賃租金收入 83 172 128 172
銷售樹苗 2,328 1,192 2,328 1,192
服務收入 3,155 3,140 6,382 3,140

    

5,566 4,872 8,838 5,247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3 – 4 1
其他收入 – 35 44 35

    

3 35 48 36
    

收益總額 5,569 4,907 8,886 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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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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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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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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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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未分配財務成本、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銷售及分
銷成本、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以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開支納入該等計算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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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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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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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2,328 3,155 5,566 128 2,328 6,382 8,838

利息收入 – 2 – 2 1 2 – 3

折舊 (2) (15) (66) (83) (3) (31) (133) (167)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122) 596 (322) 152 (223) (156) (396) (775)

所得稅抵免 – – 121 121 – –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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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收益、損益及其他選定財務資料（續）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鐵礦業務* 物業業務 林產業務

環境美化及
土石方工程
建設業務 總計 鐵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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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68 172 1,192 3,140 4,872 743 172 1,192 3,140 5,247
利息收入 – – – – – – – – 1 1
折舊 (14) (1) (45) (50) (110) (48) (3) (61) (50) (162)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總額 (27) (53) 28 (232) (284) (63) (326) (225) (1,014) (1,628)

所得稅抵免 – – – – – – – – – –
          

* 鐵礦業務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停止，藉此將本集團的資源集中於其他新業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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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總收益 5,566 4,872 8,838 5,247

    

綜合營業額 5,566 4,872 8,838 5,247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152 (284) (775) (1,628)
未分配企業收入 3 – 48 –
未分配企業開支 (3,161) (1,968) (7,312) (9,164)

    

綜合除稅前虧損 (3,006) (2,252) (8,039) (1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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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總值 231,421 220,057
未分配企業資產 116,713 136,990

  

綜合資產總值 348,134 357,047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總額 (93,241) (90,077)
未分配企業負債 (98,184) (119,945)

  

綜合負債總額 (191,425) (210,022)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以下有關地理位置之資料：(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ii)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包括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客戶之所在地乃根據所提供服務或已交付貨物之地點而定。非流
動資產之所在地(i)根據資產之所在地點；及(ii)根據其所獲分配之營運地點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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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中國 2,411 1,732 2,456 2,107
安哥拉共和國 3,155 3,140 6,382 3,140

    

5,566 4,872 8,838 5,247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香港 6,862 7,293
中國 60,620 61,560
安哥拉共和國 2,040 2,248

  

69,522 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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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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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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 1,949 2,401 2,914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320 544 627 926
折舊 96 152 191 23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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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 –

    

– – – –

遞延稅項 276 418 549 856
    

本期間所得稅抵免 276 418 549 856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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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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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 (2,680) (1,696) (7,267) (9,369)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ii)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368,936 1,561,436 2,283,221 1,479,391
    

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不保證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之轉換自行使起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為反
攤薄。因此，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均相同。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902
添置 6
出售 –
匯兌調整 (93)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815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06
本期間折舊撥備 191
出售時抵銷 –
匯兌差額 (13)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84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31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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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平值：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1,383
匯兌調整 (2,093)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9,290 

10.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9,996
添置 –
出售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9,996 

累計減值：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
撥備 –
抵銷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9,996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9,996 

11. 持作出售物業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2,014
匯兌調整 (3,10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8,905 

12. 存貨及在建合約工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林業產品 44 –
在建合約工程 –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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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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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5,813 3,611
其他應收款項 55,403 65,945
預付款項 7,811 8,390
按金 3,957 2,394

  

72,984 80,340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預付款項金額（附註） 6,714 7,122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金額 66,270 73,218
  

附註： 就顧問服務支付予各方之預付款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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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411 992
其他應付款項 5,939 2,834
應付所得稅（附註） – 123
應計費用 693 947
已收按金 43 1,054

  

9,086 5,950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最多三個月 1,453 –
三至六個月 272 282
超過六個月 686 710

  

2,411 992
  

附註： 應付所得稅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就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溢
利按稅率25%計算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5. 應付董事╱一名股東╱關連公司款項

該等應付董事╱關連公司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一名股
東款項分類為非即期，原因為該名股東並無表明有意於報告期間後十二個月內要求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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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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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74,432
兌換為普通股 (18,626)
實際利息開支 2,599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發行之可兌換票據之到期情況 (33,84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56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可換股票據分析（未經審核）：
非即期（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24,565 

(i)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四日到期）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向黃世再先生發行賬面值為33,84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票據
（「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作為收購領峰智滙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部分代價。二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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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
據持有人有權於兌換期內，隨時按換股價每股0.1344港元（由每股0.2港元調整，自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日起生效，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之公告）將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全部
或部分未贖回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該金額已進一步調整至每股0.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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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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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權益部分
以二項式樹狀定價模式按公平值列賬，當中計及作為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股東權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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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計及作為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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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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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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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936 23,689 19,039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按兌換價每股0.08港元向若干二零
一五年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發行465,000,000股兌換股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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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主要指已付╱已收代價與所購入附屬公司股本權益（不會導致控制權變動）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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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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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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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作為承租人
物業
－一年內 1,005 1,005
－一年後但五年內 628 1,130

  

1,633 2,135
  

(b)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就以下項目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持作出售物業 120 12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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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連方交易

(a)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包括本公司董事及若干高級管理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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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薪酬及其他福利 523 537 1,045 984
    

(b)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本公司董事╱一名股東╱關連公司款項
已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披露；其他詳情於附註15披露。

21. 報告期後事項

(a) 有關可能收購志豐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之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盈寶利有限公司（「買方」）與獨立第三方譚巧
健先生（「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表明彼等有意就買方可能向賣方收購志豐控股有
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訂立正式買賣協議。諒解備忘錄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
日之公告披露。

(b) 發行兌換股份

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按兌換價每股0.08港元向若干二零一五年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發
行兌換股份如下：

日期 兌換股份數目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95,000,000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125,000,000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150,000,000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9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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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8,838,000港元，去年同期之營業額則約
為5,247,000港元，增幅約為68.4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26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
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9,369,000港元低約22.44%，乃由於行政及融資成本減少所致。

業務回顧

物業業務

本集團擁有一項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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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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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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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林產業務產生營業額約2,328,000港元。本集團預期於未來兩
年從向終端客戶銷售生長良好植物產生之收益將有所增加。

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業務產生營業額約6,382,000港
元。本集團預期於來年從環境美化及土石方工程建設產生之收益將有所增加。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73,397,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70,718,000港元增加約3.7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82,69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61,13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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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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取穩
健財資政策，幾乎所有銀行存款均為港元，或為中國附屬公司經營業務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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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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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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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465,000,000股新股份已根據本公司所發行可換股票
據之條款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配發及發行，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已行使兌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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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總權益之比率，於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為61%（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8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41名僱員（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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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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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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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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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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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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人士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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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本集團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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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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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權益或債務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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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吳美琦女士（董事會主席）、張炎強先生及楊薇女士）以及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陳應昌先生、趙咏梅女士及楊富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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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作出指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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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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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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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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陳應
昌先生及楊富裕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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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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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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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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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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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337,920,000 14.26%

附註： 該等股份由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持有，而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由吳美琦女士及Fine Day Asset 
Holdings Inc.分別擁有51%及49%權益。吳美琦女士為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之董事。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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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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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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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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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股東名稱╱姓名 身分 權益性質
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總數

於本公司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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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Day Asset Holdings Inc. 

（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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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Fine Day Asset Holdings Inc.被視為透過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由吳美
琦女士及Fine Day Asset Holdings Inc.分別擁有51%及49%權益之公司）於此等持股權益中享有權益。
吳美琦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董事。

2. 黃世再先生（「黃先生」）擁有155,000,000股股份之權益，該等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配發予黃
先生作為收購一間由黃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之100%股權之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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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
規則）擁有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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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任何其他利益衝突之業
務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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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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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載列之所需交易標準，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
操守守則。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已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載之所需交易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美琦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i)三名執行董事（即吳美琦女士、張炎強先生及楊薇女士）；及(ii)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陳應昌先生、趙咏梅女士及楊富裕博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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