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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及股息

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1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純利為港幣一千八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減少百分之七十九。每股盈利為港幣五仙，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二角四仙。盈利減少原因主要為期

內並無物業銷售收入及投資物業重估降值所致。

董事會（「董事會」）宣派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十仙（二零一九年：中

期股息每股港幣十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十七日（星期四）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期內集團盈利主要來自商舖之租金收入。

地產發展及投資業務

期內，集團商舖毛租金收入約為港幣五千三百萬元。於報告期末，「城中匯」之商舖已全部租出，「逸峯」及「亮

賢居」商舖之出租率分別為百分之九十及百分之八十八，而「港灣豪庭」商場及「嘉賢居」之商舖出租率分別為

百分之九十四及百分之七十九。

「帝御」（屯門青山公路 – 青山灣段8號）

本集團與帝國集團各佔百分之五十股權、位於屯門市地段第547號之合營發展項目，命名為「帝御」，第一期
之「帝御‧金灣」已於本月一日及九日首先推出兩批發售，買家反應熱烈，認購踴躍，瞬即售出三百六十七

個住宅單位，銷售金額合共約港幣十六億九千萬元，即每平方呎實用樓面面積平均售價超過港幣一萬四千

元。第一期之其餘住宅單位二百四十餘伙亦將於短期內繼續推售。

此項目由六幢住宅大樓組成，共提供約一千七百八十二伙可眺望海景或園景之單位，總樓面建築面積約為

六十六萬三千平方呎。地盤發展進度良好，上蓋工程已於去年十一月展開，預期項目將於二零二二年分期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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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深水埗桂林街╱通州街重建項目

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成功投得市區重建局於深水埗桂林街╱通州街重建項目之合約，由集團負責興建，

整個項目之總樓面面積共約為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平方呎，於發展後集團將可取得約九萬

七千八百四十五平方呎之住宅樓面面積，項目預期於二零二三年完成。地基工程已完成，上蓋工程亦準備

展開。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

期內，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共錄得虧損為港幣四百一十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百分之二百一十一。

主要由於環球疫情導致洋紫荊維港遊及船隻維修業務之收入大幅下降所致。

證券投資

期內，主要由於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證券投資虧損港幣三百六十萬元。

展望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世界各地都有封城或隔離措施，令工商業大受打擊，零售、旅遊、酒店、航空

各業受到重創，經濟活動大幅減少，失業高企。全球染疫數目近日已超越二千萬宗，預期短期內疫情仍難

受控。香港經濟受到拖累，次季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九，預期今年全年收縮百分之六至八。

美元及港元利率現處於低水平，本港中、小型住宅之需求穩定，因此樓價下調幅度不大，而商舖則因業主

多有提供租金寬免令收入減少，資產價值出現不同程度之下降。

集團將繼續分批出售「帝御」項目之住宅單位，迎合市場需求。預計若無不可預見的因素之外，集團下半年

溢利仍將主要來自商舖租金收入。

致謝

李兆基博士由於年事已高，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退任本公司董事一職。董事會謹向李博士表示衷

心謝意，感謝其在董事會服務超過三十八年及對本公司所作出的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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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業績檢討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收益為港幣一億零五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三十八。

主要由於期內渡輪及船廠業務收入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除稅後綜合純利為港幣一千八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之溢利港幣

八千六百萬元減少百分之七十九。溢利減少原因已詳述於本報告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股東權益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百分之二至港幣

六十億一千四百萬元。股東權益之減少主要由於確認物業租貸之盈利，重估集團投資物業之虧損，及已派

發股息之淨額所致。

期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變動。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產錄得港幣二十三億八千七百萬元及流動負債為港幣

一億四千三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增加至十六點七倍，主要由於貿易及

其他應付賬款減少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合營公司之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提供貸款融資予合營公司。貸款融資、授予之

相關擔保及股份資產抵押之詳情列載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第33頁附註19及第38頁附註20(a)(ix)內。

資本與負債比率及財務管理

由於並無銀行借貸，故無陳述資本與負債比率。集團之融資及庫務事宜在集團層面集中管理。集團之融資

安排政策均以港幣折算為主。

員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員工數目約二百人。員工之薪酬按市場趨勢及行業薪金水平釐定。年終花

紅則按員工個別之表現酌情支付。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保障計劃、員工訓練及教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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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暫停股份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及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

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
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購買股份、認股權證、購股權或債券之安排

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之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

其十八歲以下之子女可從購買本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購股權、債券或認股權證而獲得利益。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

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所
載原則。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
本公司證券之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徵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內已符合《標準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本公司亦為有關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僱員或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其因為該職位或僱傭關係，乃有可能持

有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之內幕消息）採納書面指引，而該指引並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就彼等買賣本

公司證券符合《守則》第A.6.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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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八月舉行會議，並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與管理層討論中期審

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經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及並無不同的意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其未有修訂的審
閱報告列載於本報告第40頁。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舉行會議。薪酬委員會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位執行董事。

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有關須予披露之本公司董事資料之變動如下：

(a) 林高演博士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起出任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

(b) 劉壬泉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舉行之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退任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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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續）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之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給予順成企業有限公司（一間由本公司間接持股百分之五十及Empire 
Development Hong Kong (BVI) Limited（「帝國集團」）持股百分之五十之合營公司）的財務資助及擔保列載如
下：

本集團之
應佔權益

本集團給予
之貸款金額

關於銀行
融資而給予
合營公司
之擔保

本集團給予之
總財務資助

附註1 附註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合營公司 50% 1,391,169 1,500,000 2,891,169

附註：

1. 此貸款乃透過本集團內部資源及現金存款撥付（按本集團於合營公司之50%股本權益之比例計算），從而繳付由承投政府

招標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第48區青山公路 – 青山灣段之屯門市地段第547號土地（「該土地」）之地價港幣2,708,800,000元及為

收購該土地產生的專業費用提供融資。

2.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其中包括）合營公司（作為借方）、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帝國集團的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債務人）

及貸款融資協議所述之金融機構（作為貸方）就本金總額港幣3,000,000,000元的定期貸款融資，為融資及再融資開發該土

地相關拆除成本、建築成本及專業費用以及相關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訂立貸款融資協議。貸款融資由（其中包括）本公司

按照貸款融資的百分之五十作出企業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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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續）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之披露（續）

本集團給予合營公司之有關貸款包括應收合營公司欠款及貸款予合營公司。應收合營公司之欠款乃無抵

押、附息而息率以本集團與帝國集團協定的利率計算及無固定還款期（受限於貸款融資以貸方為受益人的

從屬及轉讓契據）。貸款予合營公司乃無抵押、附息而息率以本集團及帝國集團協定之利率計算及按要求可

收回（受限於貸款融資以貸方為受益人的從屬及轉讓契據）。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2條規定，該等由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的聯屬公司（按《上市規則》詮釋）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本集團應佔該等聯屬公司權益呈列如下：

合併
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之
應得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11,249 5,625
流動資產 3,252,411 1,626,206
流動負債 (169,769) (84,8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93,891 1,546,946
非流動負債 (3,117,601) (1,558,801)

負債淨值 (23,710) (11,855)

此合併財務狀況表乃合併本公司各聯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表在作出符合本集團的主

要會計政策調整後，並重新歸納財務狀況表的主要項目類別而編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高演博士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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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須設立之登記冊所載，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或《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作出之申報，本公司各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繫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

本公司

股份權益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股份數量

公司權益
股份數量

家族權益
股份數量

總權益
股份數量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率

林高演博士 150,000 – – 150,000 0.04%
歐肇基先生 – – – – 0.00%
何厚鏘先生 3,313,950 – – 3,313,950 0.93%
劉壬泉先生 – – – – 0.00%
李寧先生 – – 119,017,090

（附註4）
119,017,090 33.41%

黃汝璞女士 – – – – 0.00%
胡 昌先生 – – –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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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續）

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續）

2OK COMPANY LIMITED

佔已發行
家族權益 股份總數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量 概約百分率

李寧先生（附註6） 5 50.00%

維宏有限公司

佔已發行
家族權益 股份總數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量 概約百分率

李寧先生（附註7） 70 70.00%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

之股份（與股本衍生工具有關）、相關股份及債券中，實益或非實益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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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須設立之登記冊所載，下列每位人士所持有本
公司之普通股股份權益如下：

持有權益之
股份數量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概約百分率

主要股東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附註1） 119,017,090 33.41%
Pataca Enterprises Limited（附註1） 119,017,090 33.41%
Wiselin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1） 48,817,090 13.70%
恒基兆業有限公司（附註2） 119,017,090 33.41%
Hopkins (Cayman) Limited（附註3） 119,017,090 33.41%
Rimmer (Cayman) Limited（附註3） 119,017,090 33.41%
Riddick (Cayman) Limited（附註3） 119,017,090 33.41%
李寧先生（附註4） 119,017,090 33.41%
李兆基博士（附註5） 119,816,310 33.63%

主要股東以外之人士

Graf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1） 23,400,000 6.57%
Mount Sherpa Limited（附註1） 23,400,000 6.57%
Paillard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1） 23,400,000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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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續）

附註：

1. 該119,017,090股股份包括Pataca Enterprises Limited之附屬公司Wiselin Investment Limited、Graf Investment Limited、

Mount Sherpa Limited及Paillard Investment Limited分別實益擁有之48,817,090股、23,400,000股、23,400,000股及23,400,000

股股份，而Pataca Enterprises Limited為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恒地」）之附屬公司。

2. 該119,017,090股股份重複附註1內所述之權益。恒基兆業有限公司（「恒兆」）實益擁有恒地超過三分之一之已發行股份總

數。

3. 該119,017,090股股份重複附註1及2內所述之權益。Rimmer (Cayman) Limited及Riddick (Cayman) Limited作為個別全權信

託之受託人，持有一單位信託（「該單位信託」）之單位。Hopkins (Cayman) Limited為該單位信託之受託人，並實益擁有恒兆

全部已發行附有投票權之普通股股份。

4.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李寧先生之配偶為該單位信託持有單位之兩個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之一，故李寧先生被視

為持有該等119,017,090股股份。該119,017,090股股份重複附註1、2及3內所述之權益。

5. 李兆基博士實益擁有Rimmer (Cayman) Limited、Riddick (Cayman) Limited及Hopkins (Cayman) Limited全部已發行之股本。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持有複述於附註1、2及3內之119,017,090股股份。連同其個人持有799,220股股

份，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李兆基博士持有119,816,310股股份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百分之三十三點

六三）。

6. 該五股股份代表由恒地間接擁有之附屬公司所持有2OK Company Limited（一間由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擁有餘下百分之五十

權益之聯營公司）百分之五十之股本權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李寧先生之配偶為該單位信託持有單位之兩個全權

信託之可能受益人之一，故李寧先生被視為持有2OK Company Limited該五股股份。

7. 該七十股股份代表由恒地擁有百分之四十權益及恒兆持有餘下百分之六十間接權益之公司所持有維宏有限公司（一間由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擁有餘下百分之三十權益之聯營公司）百分之七十之股本權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李寧先生之

配偶為該單位信託持有單位之兩個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之一，故李寧先生被視為持有維宏有限公司該七十股股份。

除上文所述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接獲任何其他有關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

淡倉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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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a) 105,205 170,481 
直接成本 (65,687) (94,109)

39,518 76,372

其他收益 3(a) 27,184 26,313
其他淨（虧損）╱收入 4 (161) 6,229
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收益 3(d) (11,564) 15,900
分銷及推廣費用 (158) (311)
行政費用 (24,601) (25,150)
其他經營費用 (1,023)  (1,098)

經營溢利 3(b) 29,195 98,255

租賃負債之利息 (60) (30)
應佔聯營公司扣除虧損後溢利 855 304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4,200) (177)

除稅前溢利 5 25,790  98,352

稅項 6 (7,626 ) (11,867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18,164 86,485

每股盈利 8
– 基本及攤薄 $0.05 $0.24

第18頁至第39頁之附註乃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詳情列載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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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續）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18,164  86,485

於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不會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 證券重估儲備金之淨變動（不可劃轉） (38,328) (1,623)

可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 證券重估儲備金之淨變動（可劃轉） 60  5,025

(38,268) 3,40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全面收益  (20,104) 89,887

第18頁至第39頁之附註乃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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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續）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2,175,970 2,185,970
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 9 53,113 52,275
租賃土地權益 36,977 37,662

2,266,060 2,275,907

聯營公司權益 10 7,082 7,145
合營企業權益 11 1,359,548 1,363,748
其他金融資產 205,041 248,107
遞延稅項資產 3,545 3,526

3,841,276 3,898,433

流動資產
存貨 12 1,179,589 1,162,4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 288,475 313,78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 889,617 974,746
可收回稅項 29,013 29,715

2,386,694 2,48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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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續）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5 122,847 137,611
租賃負債 1,466 644
應付稅項 18,436 41,438

142,749 179,693

流動資產淨值 2,243,945 2,301,0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85,221 6,199,438

非流動負債
淨僱員退休福利負債 1,460 854
租賃負債 3,102 588
遞延稅項負債 67,034 71,596 64,510 65,952

資產淨值 6,013,625 6,133,486

股本及儲備金

股本 16 1,754,801 1,754,801
儲備金 4,258,824 4,378,685

總權益 6,013,625 6,133,486

第18頁至第39頁之附註乃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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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續）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證券重估 證券重估
儲備金 儲備金 其他股本

股本（不可劃轉） （可劃轉） 儲備金 保留溢利 總計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754,801 (40,911) (6,542) 605 4,422,147 6,130,10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86,485 86,485
其他全面收益 – (1,623) 5,025 – – 3,402

總全面收益 – (1,623) 5,025 – 86,485 89,887

批准有關過往財政年度之股息 7(b) – – – – (99,757) (99,75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1,754,801 (42,534) (1,517) 605 4,408,875 6,120,23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49,931 49,931
其他全面收益 – (4,026) 1,761 – 1,217 (1,048)

總全面收益 – (4,026) 1,761 – 51,148 48,883

本年度已宣佈之股息 7(a) – – – – (35,627) (35,627)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754,801 (46,560) 244 605 4,424,396 6,133,48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18,164 18,164
其他全面收益 – (38,328) 60 – – (38,268)

總全面收益 – (38,328) 60 – 18,164 (20,104)

批准有關過往財政年度之股息 7(b) – – – – (99,757) (99,75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754,801 (84,888) 304 605 4,342,803 6,013,625

第18頁至第39頁之附註乃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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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續）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435 61,804

投資活動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之減少 29,319 42,068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11,026 22,524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之收入 – 64,054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0,345 128,646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租金之資本部份 (773) (662)
已付租賃租金之利息部份 (60) (30)
已付股息 (99,757) (99,757)

融資活動所運用之現金淨額 (100,590) (100,44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55,810) 90,00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41,146 415,42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 585,336 505,425

第18頁至第39頁之附註乃本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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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礎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有關規定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編製此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九年周年財務報表相同，惟於二零二零年周年財務

報表中預期出現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任何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之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就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按年初至
今為基準匯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報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與該等估計

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用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自二零一九年周年財務報

表刊發以來，對瞭解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財務狀況變動

及表現確屬重大事項及交易之解釋。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不包括由會計師公會頒佈按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

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本公司董事會之
獨立審閱報告已刊載於本報告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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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 編製基礎（續）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此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的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與該等法定

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核數師報告中並無提述

任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提請垂注的任何事宜；亦未載有《香港公司

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的聲明。

2. 會計政策變動

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集團目前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概無任何發展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編製或呈列於目前的會計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

狀況有重大影響。

除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優惠（見附註9(b)），本集團尚未應
用任何在目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20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以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閱、用於分配資源及評核分部表現的內部報告為根據。

為內部呈報與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人作出分配資源及評核表現之資料一致，本集團呈列以下四個呈

報分部。

— 地產發展：發展及銷售物業。

— 地產投資：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經營危險品汽車渡輪服務及船舶維修、保養服務及於觀光遊覽船銷售

貨品之收入。

— 證券投資：上市證券投資之股息、利息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只提呈有關業務分部之分部資料。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之收益及營業溢利均來自香港，故

並未提供地區分部之資料。

分部業績

就評核分部表現及為分部作出資源分配，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控各呈報分部的

業績：

收益與費用分配到呈報分部乃參考各個分部所產生之銷售及費用或各個分部因資產攤銷或折舊而產

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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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報告（續）

分部業績（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該等呈報分部資料提呈如下：

(a) 分部收益

總收益 分部間收益之沖銷 由外界顧客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產發展 24 20,100 – – 24 20,100
地產投資 73,292 70,852 – – 73,292 70,852
渡輪、船廠及 
相關業務 44,045 83,374 510 510 43,535 82,864

證券投資 1,481 9,282 – – 1,481 9,282
其他 45,476 46,991 31,419 33,295 14,057 13,696

164,318 230,599 31,929 33,805 132,389 196,794

分析 ：
收益 105,205 170,481
其他收益 27,184 26,313

132,389 196,794

本集團主要從事地產發展、地產投資、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及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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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報告（續）

分部業績（續）

(a) 分部收益（續）

收益分類

來自客戶簽訂合約收益之主要服務項目分類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來自客戶 
簽訂合約的收益

按服務項目分類

– 地產發展 – 19,850
– 渡輪業務收益 18,668 42,920
– 船廠業務收益 18,629 35,743

37,297 98,513

其他收益來源

– 地產投資 52,693 51,717
– 證券投資 1,209 6,571
– 其他 14,006 13,680

67,908 71,968

105,205 170,481

除了來自船廠的收益以隨時間轉移確認，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其他收益
來源均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收益包括銷售物業的毛收入、交付顧客貨物之銷售價值、提供服務之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

入及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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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報告（續）

分部業績（續）

(a) 分部收益（續）

收益分類（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預期就本集團船廠業務訂立的建造及維修合約將於工程完成時於未

來損益以隨時間轉移確認的收益總額為港幣10,868,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9,137,000元），預
計將在未來十二個月內發生。

(b) 分部業績

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產發展 (95) 19,114
地產投資（附註3(d)） 25,263 51,897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不包括租賃負債之利息） (4,135) 3,721
證券投資 (3,621) 12,325
其他（不包括租賃負債之利息）（附註3(e)） 11,783 11,198

29,195 98,255

(c) 呈報分部溢利之調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由外界顧客所獲取之呈報分部之溢利 29,195 98,255
租賃負債之利息 (60) (30)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扣除虧損後溢利 (3,345) 127

於綜合損益表之除稅前溢利 25,790 9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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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3. 分部報告（續）

分部業績（續）

(d) 「地產投資」之分部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為港幣11,564,000元（二零一九年：估值收益為
港幣15,900,000元）。

(e) 「其他」主要包括利息收入、企業支出及匯兌收益╱虧損。

4. 其他淨（虧損）╱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雜項收入 3,995 1,856
出售零件之收入 668 897
出售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 (3,229)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之淨虧損 (2) –
匯兌之淨虧損 (24) (34)
指定按公允價值於損益列賬之其他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4,798) 6,739

(161) 6,229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納入）下列項目呈列之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地價攤銷 685 685
存貨成本 1,939 8,988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和機器 2,752 2,696
– 使用權資產 795 651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209) (6,571)
利息收入 (14,421) (1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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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行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5,121 8,696
過往年度少提之撥備 – 711

5,121 9,407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出現及回撥 2,505 2,460

7,626 11,867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按估計之年度有效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一九年：百分

之十六點五）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

7. 股息

(a) 本期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在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 
（二零一九年：港幣十仙） 35,627 35,627

在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時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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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7. 股息（續）

(b) 於中期內批准及派發有關過往財政年度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內批准及派發有關過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港幣二十八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二十八仙） 99,757 99,757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歸於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8,16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港幣86,48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356,273,883股（二零一九年：356,273,883股）普通股
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無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股份。故此兩期之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物業投資及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

(a) 估值

本集團所有投資物業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進行重估。由獨立測量師行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以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相同估值方法進行估值。

根據估值，於期內淨虧損為港幣11,564,000元（二零一九年：淨收益港幣15,900,000元）已在損益
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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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9. 物業投資及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續）

(b)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增加使用權資產確認為港幣4,108,000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49,000元）。

在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下，期內實施嚴峻之社交距離及旅遊限制措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固定開支折扣之形式收取租金優惠。本集團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租金優惠，及本集團收取之所有合資格租金優惠已
於觸發該等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發生期內入賬為負值的可變租賃款項並於損益內確認。

10. 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佔淨資產 248 595

應收聯營公司欠款 13,971 13,989
所佔淨負債 (343) (645)

13,628 13,344

減：減值虧損 (6,794) (6,794)

7,082 7,145

所有聯營公司均於香港註冊成立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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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1. 合營企業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佔淨負債 (4,852) (652)
貸款予合營企業 1,364,400 1,364,400

1,359,548 1,363,748

貸款予合營企業乃無抵押、附息而息率以本集團及合營企業夥伴協定之利率計算及按要求可收回。預

期結餘並不會於一年內收回。期內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其結餘並無包括利息。

12. 存貨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存貨包括：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發展
作銷售用之發展中物業 1,112,563 1,092,648
已完成之待售物業 63,497 63,497

1,176,060 1,156,145

其他營運 3,529 6,304

1,179,589 1,16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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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08,948 245,558
減：呆壞賬撥備 (570) (122)

208,378 245,436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項目 53,242 41,657
應收合營企業欠款 26,855 26,695

288,475 313,788

除分期應收賬款港幣139,528,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2,674,000元）外，所有貿易
及其他應收賬款預計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應收關連公司欠款

為港幣58,26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9,799,000元），均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
期。

應收合營企業之欠款均無抵押、附息而息率以本集團及合營企業夥伴協定之利率計算及無固定還款

期。期內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其結餘並無包括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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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時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貿易應收賬款，根據到期日在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其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 179,410 213,129
一至三個月過期未付 23,673 28,289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過期未付 5,066 4,018
超過十二個月過期未付 229 –

208,378 245,436

貿易應收賬款於發出單據七天至四十五天後到期。在授予任何額外信貸前，尚有超過六十天未償還賬

款之債務人一般須清還所有拖欠賬款。

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861,272 959,2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8,345 15,496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889,617 974,746
減：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304,281) (333,60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85,336 6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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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除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港幣16,90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072,000元）外，所有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預計於一年內結算。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應付關連公司欠款為港幣

42,89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9,395,000元），均無抵押、免息及於三十至四十五日
內還款或無固定還款期。

於報告期末時根據到期日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或一個月內到期 68,331 82,843
於一個月後但於三個月內到期 87 513
於三個月後但於十二個月內到期 – 9
超過十二個月 9 9 

68,427 83,374



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32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6. 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 港幣千元 （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

於期╱年初及期╱年末 356,274 1,754,801 356,274 1,754,801

17.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a)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級別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時按經常性基準計量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有關金融工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之三個公允價值架構級別歸類。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計量被

分類為級別1。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沒有級別1及級別2之間轉撥或進支級
別3的轉撥（二零一九年：零）。本集團之政策是於轉撥發生之報告期末時確認公允價值級別之間
的轉撥。

(b) 按公允價值以外列賬的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金融工具之賬面值按成本或

攤銷成本列賬與其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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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18. 承擔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列入本中期財務報告內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 596,333 57,213
已獲授權但未訂約 69,280 617,876

665,613 675,089

19. 或然負債

發出財務擔保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出以下擔保：

(a) 予若干供應商有關授予或給予信貸安排予本公司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及

(b) 予銀行有關已授予本公司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銀行信貸。

按照擔保，如有任何違約，本公司須分別向該團體為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所欠之金額負責；惟其責任

於任何情形下不會超越擔保信所列明之總數。

於報告期末時，董事並不認為有任何擔保會向本公司索償。於報告期末時，本公司為其全資擁有附屬

公司及合營企業欠有關人士之未償金額，發出擔保之最高負債為港幣200,81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32,275,000元）。

本公司尚未確認有關擔保之任何遞延收入，因其公允價值不能運用可觀察之市場數據確實地計算及

其交易價格為港幣零元（二零一九年：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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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

(a)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

(i) 於一九九九年，本集團與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恒地」）及兩間恒地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

（「恒地附屬公司一」及「恒地附屬公司二」）達成一項發展協議（「該協議」），藉此恒地附屬公

司一及恒地附屬公司二以港幣1,500,000,000元為代價取得本集團於未來出售發展九龍內
地段11127號「港灣豪庭」（「港灣豪庭物業」）住宅部份之銷售收益之百分之五十權益。

 作為該協議之一部份，恒地附屬公司一及恒地附屬公司二同意償付本集團就港灣豪庭物

業住宅部份發展開支之百分之五十。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未收之有關款項港幣

28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9,000元）已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內。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集團與恒地、恒地附屬公司一及恒地附屬公司二簽訂約務更替契據

（「約務更替契據」），據此，恒地附屬公司一轉讓及分配予恒地附屬公司二、恒地附屬公司

二承受及獲取恒地附屬公司一於該協議下之權利與責任，惟受限於約務更替契據列出之

條款及條件。約務更替契據乃補充該協議。

(ii)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收購2OK Company Limited（「2OK」）百
分之五十股權，該公司主要提供按揭貸款予港灣豪庭物業住宅單位之買家。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恒地經其附屬公司實益擁有2OK餘下百分之五十之權益。期內，本集團從
2OK共收取港幣4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50,000元）之管理及行政費用。本集團及該恒
地附屬公司貸款予2OK作為後者按揭營運之融資並就貸款金額徵收利息。期內，本集團從
2OK收取之利息為港幣24,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3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貸款予2OK之總額為港幣2,43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532,000元），該貸款乃按本集團於2OK所佔權益之比例作出，且為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
期。

(iii)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本集團聘用一間恒地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恒地A附屬公司」）作為
港灣豪庭物業商場（「港灣豪庭廣場」）之租賃及推廣代理人，首先合約為期兩年，酬金為港

灣豪庭廣場每月租金收入之百分之五，此項協議並將可依照相同之條件按年更新，直至任

何一方給予對方三個月書面預先通知終止聘用為止。期內，本集團支出有關酬金港幣

1,195,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089,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未付之酬金
港幣1,17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65,000元）已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
付賬款內。



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35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a)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iii) （續）

 鑑於上述協議按年更新，直至任何一方終止協議，本集團已於期內監控收取之款項。

(iv)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本集團聘用一間恒地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恒地C附屬公司」）為發展
位於香港九龍大角咀道220-222號「亮賢居」之主要承建商，費用為有關發展之所有工序總
值之百分之五。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該主要承建商或任何其他本集團之關連人

士（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者）之施工費用連同該百分之五費用之總值以港幣16,000,000元為
每年上限。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本集團簽訂建築成本合約延期書，除將付款期延至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條款

及條件維持不變，而各自的年度上限分別為港幣5,500,000元及港幣6,500,000元。

 期內，成本預算沒有改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未付之工程費用為港幣

2,29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94,000元），當中包括主要承建商應支
付予其他分判商之費用，已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

(v)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本集團聘用一間恒地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恒地D附屬公司」）作為發
展位於香港新界粉嶺馬適路一號「逸峯」（前稱粉嶺上水市地段177號）之主要承建商，費用
為有關發展之所有工序總值之百分之五。該主要承建商或任何其他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按

《上市規則》所界定者）之施工費用連同該百分之五費用之總值，惟限於各年之每年總上限。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本集團與恒地D附屬公司簽訂粉嶺建築成本合約延期書，以延長粉嶺
建築成本合約付款期。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及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以港幣6,800,000元及港幣19,000,000元為上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成本預算沒有改變。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未付之工程費用為港幣14,72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4,725,000元），當中包括主要承建商應支付予其他分判商之費用，已包括
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

 根據粉嶺建築成本合約延期書之條款，合約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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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a)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v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恒地間接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作為租客）與恒地A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之代理）（作為業主）簽訂續約通知書A（「續約通知書A」），以租賃港灣豪庭廣場地下商店
編號G01、G31部份地方、G35至G50、G51部份地方、G52部份地方、G63至G74及地下之
走廊及大堂（「前店舖1」）及港灣豪庭廣場一樓之天橋位置（「店舖2」），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
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一年，前店舖1及店舖2之每月租金分別為港幣
244,000元及港幣6,000元，及其他雜項及營業額租金以前店舖1及店舖2每年毛營業額超逾
港幣50,000,000元之差額之百分之七計算（如有），該營業額租金應於每月之月底支付。續
約通知書A的條款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屆滿。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恒地間接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作為租客）與恒地A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之代理）（作為業主）簽訂續約通知書B（「續約通知書B」），以租賃港灣豪庭廣場一樓商店
編號127至161號及一樓之走廊及洗手間（「店舖3」），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三年，店舖3之每月租金為港幣238,000元，及其他雜項及營業額租
金以店舖3每年毛營業額超逾港幣70,000,000元之差額之百分之七計算（如有），該營業額
租金應於每月之月底支付。續約通知書B的條款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屆滿。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恒地間接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作為租客）與恒地A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之代理）（作為業主）簽訂二零一八年續約通知書A（「二零一八年續約通知書A」），以租賃
港灣豪庭廣場地下商店編號G01、G31部份地方、G37至G50、G51部份地方、G52部份
地方、G63至G74及地下之走廊及大堂（「店舖1」）及店舖2，由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兩年，店舖1及店舖2之每月租金分別為港幣243,000元及港
幣7,000元，及其他雜項及營業額租金以店舖1及店舖2每年毛營業額超逾港幣50,000,000
元之差額之百分之七計算（如有），該營業額租金應於每月之月底支付。二零一八年續約通

知書A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終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恒地間接非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作為租客）與恒地A附屬公司（為本集
團之代理）（作為業主）簽訂二零二零年續約通知書（「二零二零年續約通知書」），以租賃店

舖3，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一年，店舖3之每月租金
為港幣318,000元，及其他雜項及營業額租金以店舖3每年毛營業額超逾港幣70,000,000元
之差額之百分之七計算（如有），該營業額租金應於每月之月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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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a)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vi) （續）

 續約通知書A及續約通知書B之總應收租金及其他雜項費用受限於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每年上限港幣7,5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零
一八年續約通知書A及續約通知書B之總應收租金及其他雜項費用受限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修訂每年上限為港幣15,000,000元
（包括續約通知書A相關的年度上限）及港幣15,000,000元以及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修訂年度上限為港幣7,500,000元。二零二零年續約通知書之
總應收租金及其他雜項費用受限於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間之每年上限港幣5,408,000元，及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期
間之每年上限港幣5,408,000元。

 期內，本集團已收取前述二零一七年六月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之租賃合約及許用合約金額

港幣3,027,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4,656,000元）之總應收租金及費用。

(vii)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聘用恒地C附屬公司作為建議通州街發展項目之主要承建商，
費用為建議通州街發展項目所有工序總值之百分之五。該主要承建商或任何其他本公司

之關連人士（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者）之施工費用連同該百分之五費用之總值，惟限於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年上限分別為港幣1,260,000元、港幣19,990,000
元、港幣16,740,000元及港幣970,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成本預算沒有改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未付之工程費用港幣4,620,000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620,000元）已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

(viii) 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與一間恒地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恒地B附屬公司」）簽訂書面協
議及聘用恒地B附屬公司為本集團之代理，租用「美麗華廣場一期」（前稱「美麗華廣場」）若
干店舖和場地（「店舖4」）以銷售通州街物業，日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至最早為二零
一七年一月四日期間及通州街物業最後一個住宅單位售出之日（以較早者為準）。由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五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及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七年一月四日期間，分別以港幣2,000,000元及港幣3,600,000元為上限。該書面協議已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屆滿。



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38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a)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viii) （續）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本集團與恒地B附屬公司簽訂第二份書面協議及聘用恒地B附屬公司
繼續擔任本集團之代理，租用店舖4用作銷售通州街物業住宅單位之展銷廳及銷售辦公
室，日期由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至最早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期間及通州街物業最後一

個住宅單位售出之日（以較早者為準），以港幣1,700,000元為上限。第二份書面協議已於二
零一七年五月屆滿。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沒有向本集團收

取費用。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未付之酬金港幣997,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997,000元）已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

(ix)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其中包括）合營企業，一間由本公司間接持股50%及合營伙伴持股
50%（「合營企業」）（作為借方）、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合營伙伴的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
債務人）、及貸款融資協議所述之金融機構（作為貸方）就本金總額港幣3,000,000,000元的
定期貸款融資，為融資及再融資開發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第48區青山公路 – 青山灣段之屯
門市地段第547號項目之相關拆除成本、建築成本及專業費用以及相關銷售及市場推廣費
用訂立貸款融資協議（「貸款融資」）。貸款融資由（其中包括）本集團（按個別基準，並按照本

集團於合營企業之50%股本權益之比例計算）作出的企業擔保（有關貸款融資的50%）及項
目超資成本之籌資承擔（包含完工擔保）以及一份合營企業已發行股本相關之股份押記及

一份合營企業現時及未來可能結欠其股東的所有債務相關之從屬及轉讓契據進行擔保。

(x)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恒地，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者）有利益涉及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分之

三十三點四一）。

 李兆基博士為本公司董事直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完結，被視

為恒地之控股股東，在上述交易中（除附註20(a)(ix)外）被視為有利益涉及。

 就上述交易（除附註20(a)(ix)外）若構成關連交易（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者），本集團已符合 
《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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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續）

20. 重大之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b) 與關連交易相關之《上市規則》的適用性

上文附註20(a)(v), (vi), (vii)及(viii)所述之關連人士交易構成關連交易及╱或持續關連交易（按《上市
規則》第14A章所界定）。

21. 報告期末後非調整事項

董事於報告期末後宣派中期股息。更多有關詳情於附註7(a)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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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報告

審閱報告
致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2頁至第39頁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
包括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
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

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

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
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

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

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財務報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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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f.com

C127090

(Stock Code 股份代號 : 50)

HONG KONG FERR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香 港 小 輪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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