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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1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中期業績公告 

疫情令復甦前景不明 
 

摘要 
 
 局勢持續不穩更兼逢疫情，令香港受到急劇重創 

 
 跨境旅運已幾乎停頓；本地消費因社交距離措施而大幅縮減 

 
 酒店分部首當其衝，與去年相比客房收入跌幅高達 97% 

 
 投資物業分部亦舉步維艱，租戶零售銷售額急挫 

 
 發展物業銷售下跌 89%至人民幣一億二千萬元 

 
 根本模式轉變或意味復甦之路漫長，而且一切可能將不會回復舊貌 

 
 導致龐大的未變現資產減值及重估虧損 

 
 有鑒於此，是期不派付常規中期股息 
 
 然而，發展物業的一次性稅項撥回令每股 7 港仙的特別中期股息得以派付，金額等

同去年派付的第一次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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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港幣十二億八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幣二億六千八百

萬元）。基礎淨盈利因一項涉及發展物業的龐大一次性稅項撥回而得以挽回，但仍減少

28%至港幣一億七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三千八百萬元）。惟投資物業錄

得重估虧損及酒店錄得減值虧損。 
 
每股基礎虧損為港幣 1.81 元（二○一九年：每股基礎盈利港幣 0.38 元）。 

 

 

中期股息／特別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宣派任何常規中期股息（二

○一九年：每股港幣 0.07 元）。然而一項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 元（二○一九

年：無）作為非經常性分派將於二○二○年九月一日派付予在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下午六時正名列股東登記冊內的股東。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合共派發

股息每股港幣 0.07 元（二○一九年：每股港幣 0.07 元），股息總額為港幣五千萬元

（二○一九年：港幣五千萬元）。 

 

 

業務評議 
 

2019 冠狀病毒病重創經濟，其程度之深、層面之廣屬前所未見。跨境穿梭已幾乎停

頓，本地消費又因社交距離措施而大幅縮減。全球疫情帶來的極端市況及本港持續不

穩的局勢對集團的投資物業及酒店業務構成沉重壓力。 

 

酒店分部首當其衝，與去年相比客房收入跌幅高達 97%，而投資物業分部亦舉步維

艱，租戶零售銷售額急挫。中國內地的發展物業同樣不能倖免，第一季的施工及銷售

均基本停頓，銷售下跌 89%至人民幣一億二千萬元。 

 

疫情發展瞬息萬變，實難以確定將持續多久及影響有多大，集團的業務將會繼續受

壓。本地政治問題及中美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亦令前景極不明朗。 

 

要在下半年恢復業務會是極大挑戰，即使開始真正復甦也需要很長時間。模式轉變或

意味一切將不會回復舊貌。 

 

二○二○年上半年集團收入下降至港幣六億五千四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七億九

千九百萬元），並錄得營業盈利港幣一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七千五百萬

元），基礎淨盈利減少至港幣一億七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三千八百萬

元）。若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及減值撥備，集團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港幣十二億八千一百

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幣二億六千八百萬元）。 
 

集團的負債淨額狀況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二十二億二千八百萬元（二○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十七億二千五百萬元），負債比率為 14.7%（二○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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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投資物業 

二○二○年首五個月的香港零售銷售下滑 35%。奢侈品及旅客消費大為縮減，因此集

團提供租金優惠，協助租戶渡過難關，這削弱了集團投資物業組合表現，收入下跌

42%及營業盈利下跌 45%。 

 

酒店 

由於跨境通道實際上已關閉，香港的甲級高價酒店僅錄得低雙位數的入住率。一月份

情況稍佳，惟尖沙咀馬哥孛羅香港酒店（「香港馬哥孛羅」）及 The Murray, Hong Kong
（「The Murray」）兩者在期內的平均入住率僅為 15%。集團酒店收入減少 72%，導致

嚴重營運虧損。 

 

中國內地 
 

物業 

期內集團佔 80%權益的蘇州國際金融中心及集團佔 27%權益的上海南站項目的預售活

動嚴重受阻。由於實施封城措施，銷售辦事處需要暫時關閉，地盤施工亦出現延誤。

蘇州國際金融中心將分期落成並於二○二一年完工，已落成預售單位於六月開始交

付。 

 

已確認入賬的收入增加至港幣三億零三百萬元，惟錄得營業虧損港幣三百萬元。截至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佔土地儲備（扣除已確認入賬銷售額）約為四十萬平方

米，尚未確認入賬的銷售額維持於人民幣三十億元，涉及面積十萬平方米。 

 

酒店 

常州馬哥孛羅酒店（「常州馬哥孛羅」）因封城的關係而停業一個月，蒙受營業虧損並

流失大量現金。新酒店加劇市場競爭，更使問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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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議 
 

(I) 二○二○年度中期業績評議 

 

集團在二○二○年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淨虧損港幣十二億八千一百萬元（二○一

九年：盈利港幣二億六千八百萬元），主要因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擴散造成極

端市況，不利集團所有分部的營運表現，並導致集團的酒店及投資物業錄得未變

現重估虧損。未計未變現虧損前基礎淨盈利減少 28%至港幣一億七千一百萬元

（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三千八百萬元）。 

 

收入及營業盈利 

集團收入減少 18% 至港幣六億五千四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七億九千九百

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96%至港幣一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七千五

百萬元）。 

 

酒店收入暴跌 72%至港幣一億三千九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四億九千九百萬

元），導致營業虧損港幣一億七千九百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幣一千九百萬

元），乃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在全球迅速擴散而要實施旅遊限制，持續損害酒店

業務所致。 

 

投資物業收入減少 42% 至港幣一億二千七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二千

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45% 至港幣一億一千二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億零

三百萬元），乃因對零售商而言的極端市況下營業額成分租金崩潰並向零售租戶

提供基本租金優惠所致。 

 

發展物業收入增加至港幣三億零三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一千萬元），主要

來自蘇州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第一期落成，同時錄得港幣三百萬元的營業虧損（二

○一九年：虧損港幣一千四百萬元）。一項主要來自聯營公司的龐大稅項撥回令

發展物業分部免於錄得基礎淨虧損，而錄得港幣二億元的基礎淨盈利（二○一九

年：港幣二千八百萬元）。 

 

投資及其它分部的營業盈利（以來自餘裕現金及投資的利息和股息收入為主）增

加 21%至港幣八千五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七千萬元）。 

 

投資物業價值重估 

集團投資物業按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進行的獨立或內部估值以公允價值予以列

報，是期產生了港幣五億二千四百萬元的重估虧損（二○一九年：盈餘港幣三千

萬元）。應佔重估虧損淨額港幣四億八千二百萬元（二○一九年：盈餘港幣三千

萬元）已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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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減值 

集團在分別進行內部價值重估及獨立價值重估後為酒店（主要為蘇州的發展中酒

店及香港的 The Murray）作出港幣十億四千三百萬元的減值撥備（二○一九年：

港幣零元），反映現行市況疲弱。應佔減值撥備淨額港幣九億七千萬元（二○一

九年：港幣零元）已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 

 

財務支出 

淨財務支出為港幣三千二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千九百萬元），該支出已

扣除撥作集團發展物業項目資產成本的港幣八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一千六

百萬元）。 

 

除稅後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聯營公司錄得應佔虧損港幣七千六百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幣二千五百萬

元）。 

 

所得稅 

是期稅項抵免為港幣三億五千萬元（二○一九年：支出港幣二千六百萬元），主

要是獲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機關結算後撥回港幣四億九千四百萬元的一次性土地增

值稅所致。 

 

股東應佔虧損 

是期股東應佔集團盈利轉為虧損港幣十二億八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

幣二億六千八百萬元）。按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已發行股份計算，每股虧損為港

幣 1.81 元（二○一九年：每股盈利為港幣 0.38 元）。 

 

若不計入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額港幣四億八千二百萬元（二○一九年：盈利港幣

三千萬元）及酒店物業減值撥備淨額港幣九億七千萬元（二○一九年：港幣零

元），是期股東應佔集團基礎盈利為港幣一億七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

二億三千八百萬元），減少 28%。按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已發行股份計算，扣除

酒店物業撥備及投資物業重估虧損前的每股盈利為港幣 0.24 元（二○一九年：

港幣 0.34 元）。 

 

 

(II) 財務狀況、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與承擔之評議 

 

股東權益及總權益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股東權益減少至港幣一百四十七億九千三百萬元（二

○一九年：港幣一百七十億八千四百萬元），相等於每股港幣 20.87 元（二○一

九年：每股港幣 24.10 元），主要因為直接在儲備入賬的報告應佔虧損港幣十二

億八千一百萬元及投資重估虧損港幣八億五千八百萬元。若計入非控股股東權

益，集團的總權益則為港幣一百五十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一百

七十四億六千七百萬元）。 

 

酒店物業乃遵照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

減值撥備列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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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負債 

總資產為港幣二百五十九億三千七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百八十三億八千

五百萬元）。總營業資產（不包括銀行存款及現金、股本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為港幣二百一十七億四千四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二百二十億三千六百萬

元）。 

 

以地區劃分而言，集團於香港的營業資產減少 8%至港幣一百一十七億六千二百

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一百二十八億二千四百萬元），佔集團總營業資產 54%
（二○一九年：58%）。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達港幣五十二億一千七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六十四億八千萬

元）；於內地投資物業（發展中的蘇州國際金融中心）重新分類為發展中酒店物

業後，全部皆位於香港（二○一九年：港幣五十五億三千二百萬元）。 

 

作銷售用途的物業／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 

發展物業達港幣六十二億七千二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四十七億七千七百萬

元）。透過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進行的發展物業投資達港幣二十七億二千七百萬

元（二○一九年：港幣二十八億五千三百萬元）。 

 

酒店 

酒店物業包括 The Murray、香港馬哥孛羅、常州馬哥孛羅和蘇州的發展中酒店，

賬面淨值合共為港幣六十九億八千一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七十四億零八百

萬元）。 

 

預售訂金及所得 

預售訂金及所得增加港幣一億一千一百萬元至港幣三十二億八千三百萬元（二○

一九年：港幣三十一億七千二百萬元）。 

 

負債淨額及負債比率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錄得負債淨額港幣二十二億二千八百萬元（二○

一九年：港幣十七億二千五百萬元），由港幣七億零二百萬元現金（主要於內地

持有）減港幣二十九億三千萬元銀行借款（主要於香港提取）所得。總權益負債

比率為 15%。 

 

財務及備用信貸額和資金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備用信貸額為港幣五十三億一千八百萬元，其中

港幣二十九億三千萬元已被動用。若干銀行信貸以賬面值合共港幣六十六億一千

九百萬元（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五十七億零一百萬元）的集團待沽

物業作抵押。 

 

集團的債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本位，利率均屬浮動。 

 

集團嚴格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的運用，所購入的工具均主要用以對沖利率及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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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利於進行業務和投資活動，集團繼續維持合理水平的餘裕現金，該等現金主

要以港元和人民幣為本位。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亦持有一個以藍籌上

市證券為主的股本投資組合，總市值為港幣三十二億二千八百萬元（二○一九

年：港幣四十億六千五百萬元），有需要時可變現以應付所需。投資組合的表現

大致跟隨整體市場。 

 

營業業務及投資活動帶來的淨現金流 

本公告所述期間，集團營業業務錄得淨現金流出港幣四億一千一百萬元（二○一

九年：流入港幣十二億三千七百萬元），涉及支付內地項目的稅項。投資活動方

面，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港幣二千五百萬元（二○一九年：流出港幣八千四百萬

元），主要來自內地發展物業項目。 

 

資本性與發展開支承擔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來數年的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合共為港幣二十四

億元，當中已承擔開支為港幣四億元，主要用於內地發展物業及酒店。未承擔

開支為港幣二十億元，主要用於現有內地發展物業及酒店，將於未來數年分階

段支付。 

 

上述開支將由內部財務資源（包括目前手頭現金）及銀行借貸撥付。其它可運用

資源包括在有需要時可變現以應付所需的股本投資。 

 

 

(III) 人力資源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旗下僱員約有 1,200 人。員工薪酬乃按其工作職

責和市場薪酬趨勢而釐定，並設有一項酌情性質的周年表現花紅作為浮動薪酬，

以獎勵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及員工對集團的成績和業績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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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 
截至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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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二○一九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 2 654 799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469) (314) 
銷售及推銷費用  (37) (52) 
行政及公司費用       (32) (49) 

    

未扣除折舊、利息及稅項前的營業盈利  116 384 
折舊  (105) (109) 

    

營業盈利 2 及 3 11 275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524) 30 
酒店物業之減值 4 (1,043) - 
其它虧損淨額  (1) - 

    

  (1,557) 305 
財務支出 5 (32) (29) 
聯營公司除稅後所佔業績  (76) 25 
    

除稅前(虧損)/盈利  (1,665) 301 
所得稅 6(a) 350 (26) 
    

是期(虧損)/盈利  (1,315) 275 
    
應佔(虧損)/盈利：    
公司股東  (1,281) 268 
非控股股東權益  (34) 7 
    

  (1,315) 275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港幣 1.81 元) 港幣 0.38 元 
攤薄後  (港幣 1.81 元) 港幣 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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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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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二○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是期(虧損)/盈利  (1,315) 275 
    
其它全面收益    
其後不會重新歸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股本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858) 152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匯兌差額自折算業務    
- 附屬公司  (52) (12) 
    
所佔合營公司儲備  (3) (1) 
    
其它  2 - 
    
是期其它全面收益  (911) 139 
    
是期全面收益總額  (2,226) 414 

    
應佔全面收益總額：    
公司股東  (2,185) 4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41) 5 

  (2,22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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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二○年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5,217  6,480 
酒店物業、廠房及設備  7,119  7,558 
聯營公司  1,124  1,249 
合營公司  1,603  1,604 
股本投資  3,228  4,065 
遞延稅項資產  263  374 
其它非流動資產  29  29 
  18,583  21,359 
流動資產     
待沽物業  6,272  4,777 
存貨  7  7 
應收貿易及其它賬項 9 251  310 
預付稅項  122  22 
銀行存款及現金  702  1,910 
  7,354  7,026 
總資產  25,937  28,3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1)  (329) 
銀行借款  (2,330)  (1,835) 
  (2,671)  (2,1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它賬項 10 (4,171)  (2,722) 
預售訂金及所得款  (3,283)  (3,172) 
應付稅項  (77)  (1,060) 
銀行借款  (600)  (1,800) 
  (8,131)  (8,754) 

總負債  (10,802)  (10,918) 

淨資產 
 

15,135  17,4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41  3,641 
儲備  11,152  13,443 
股東權益  14,793  17,0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42  383 
總權益  15,135  17,467 

 

  



 
 

 

海港企業有限公司 － 二○二○年度中期業績公告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 11 -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第34號」）及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編製。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時作出對會計

政策應用，以及以截至報告日的方法列報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報告數額構

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的解釋附註。此等附註

包括解釋自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發表以來重要的事

件及交易，以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的變動。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及

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而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

所規定的一切資料。 

 

除以下提及的變動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截至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內所述一致。 

 

於二○二○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納以下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經修

訂： 

 

《財報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企業的定義 

《會計準則》第 1 號及第 8 號（經修訂） 重大的定義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上述修訂之影響，並認為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無重大影

響或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有任何重大變化。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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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內所載作為比較資料的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資料摘錄自此等財

務報表。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 436 條規定而披

露關於此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

長遞交截至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

該財務報表發出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

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

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及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2. 分部資料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各種業務。管理層已確定三個可報告的

經營分部作計量表現及分配資源。分部是酒店、投資物業和發展物業。本集團沒

有把營運分部合計以組成應列報的分部。 

 

酒店分部為The Murray、香港馬哥孛羅及常州馬哥孛羅的業務。 

  

投資物業分部主要是集團在香港的投資物業的租賃。集團的若干中國內地發展項

目包括打算在完成後作投資用途的物業。 

 

發展物業分部包含與收購、發展、設計、市場推廣及出售主要於中國內地銷售物

業有關的活動。 

 

管理層主要基於每個分部的營業盈利及所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來評估表

現。 

 

分部營業資產主要包括與每個分部直接相關的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流動資

產，但並不包括銀行存款及現金、股本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收入及支出的分配乃參考各個分部之收入及各個分部所產生的支出或資產之折舊

而分配到該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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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投資物業  其它      

  營業盈利/  之公允  虧損淨額      除稅前 

 收入  (虧損)  價值變動  及減值 財務支出  聯營公司  盈利/(虧損) 
截至六個月止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酒店 139 (179) - (1,043) (24) - (1,246) 
投資物業 127 112 (524)          - (8) - (420) 
發展物業 303 (3) - - - (76) (79) 
分部總額 569 (70) (524) (1,043) (32) (76) (1,745) 
投資及其它 85 85 - (1) - - 84 
企業支出 - (4) - - - - (4) 
集團總額 654 11 (524) (1,044) (32) (76) (1,665) 

        
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酒店 499 19          -          - (20)         - (1) 
投資物業 220 203 30          - (9)         - 224 
發展物業 10 (14)          - - - 25 11 
分部總額 729 208 30 - (29) 25 234 
投資及其它 70 70          - - -         - 70 
企業支出          - (3)          - - -         - (3) 
集團總額 799 275 30 - (29) 25 301 

 
(i) 折舊絕大部分源自酒店分部。 

(ii) 在是期及過往年度，各分部互相之間並無錄得任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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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入分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 二○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財報準則》第 15 號的收入確認   
酒店 139  499 
管理及服務收入與其它租金相關收入 19  21 
銷售發展物業 303  10 
 461 530 
   
於其它財報準則的收入確認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 固定 108  199 
投資及其它 85  70 
 193  269 
    
收入總額 654  799 

 

本集團應用《財報準則》第 15 號第 121 段的可行權宜方法，豁免披露於結算日與

客戶簽訂來自物業管理費及其它租金相關收入的合約所產生之預期未來收入，因本

集團按其有權開具發票的金額確認收入，與本集團迄今為止所完成的工作對客戶的

價值相對應。 

 

本集團亦應用《財報準則》第 15 號第 121 段的可行權宜方法，豁免披露於結算日

與客戶簽訂來自銷售已落成物業合約所產生之預期未來收入，因履行合約責任是合

約的一部分，初始預計履約期限為一年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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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盈利 
 
營業盈利的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 二○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扣除／（計入）：    
折舊 105 109 
員工成本（附註） 136 193 
確認買賣物業之成本 281 9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毛額 (128) (220) 
投資物業直接營運支出 12 9 
利息收入 (11) (18) 
股本投資股息收入 (74) (52) 

 
附註：員工成本包括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成本港幣五百萬元（二○一九年：港幣

一千一百萬元）。 

 

 

4. 酒店物業之減值 
 

是期內，本集團對酒店物業已進行了減值評估，並確定香港的 The Ｍurray、中國

內地的常州馬哥孛羅及蘇州的發展中酒店出現減值。 

 

 

5. 財務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 二○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銀行借款利息 37 39 
其它財務支出 3 6 
 40 45 
減：撥作資產成本 (8) (16) 
總額 3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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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a) 於綜合收益表內（計入）／扣除的稅項包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 二○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是期稅項    
香港    
- 本期稅項準備 9 48 
中國內地   
- 本期稅項準備 14 55 
 23 103 

   
土地增值稅（附註(d)） (494) 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21 (78) 
   
總額 (350) 26 

 

(b)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按照是期內估計應評稅利潤以 16.5% （二○一九年：

16.5%）稅率計算。 

 

(c) 中國內地之企業所得稅按照 25%（二○一九年：25%） 稅率計算及預提所

得稅按照最多 10%稅率計算。 

 

(d) 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下，所有由轉讓中國內地房地產物業產生的收益均

須以土地價值的增值部份（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

用權成本、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按介乎 30%至 60%的累進稅率

繳納土地增值稅。在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機關結算後錄得港幣四億九千四百萬

元的一次性土地增值稅撥回。 

 

(e) 截至二○二○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港幣一千八百萬元

（二○一九年：港幣八百萬元）已包括在所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內。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是期之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港幣十二億八千一百萬元（二

○一九年：盈利港幣二億六千八百萬元）及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七億零八百八十

萬股（二○一九年：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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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東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 二○二○年 二○一九年 二○一九年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每股 百萬元 每股 百萬元 
結算日後宣布派發之      
  第一次中期股息 - - 0.07 50 
結算日後宣布派發之    
  特別中期股息 0.07 50 - - 
   0.07 50 0.07 50 
    
 (a) 於結算日後宣布派發之特別中期股息是根據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二○一九

年：第一次中期股息是根據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股份計算，

並沒有在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二○一九年第二次中期股息港幣一億零六百萬元已於二○二○年批准及派

發。 

 
 

9.  應收貿易及其它賬項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此項目包括應收貿易賬項（扣除虧損準備）及以發票日

期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二○年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收貿易賬項    
零至三十日 45  27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  1 
六十日以上 13  9 
 58  37 
預付賬項 86  74 
其它應收賬項 24  12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53  54 
應收同母系附屬公司款項 30  133 
 251  310 
 

本集團每一項核心業務均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為零至六十日，

除了銷售物業之應收樓價乃按物業項目之銷售條款釐訂。所有應收貿易及其它賬

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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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及其它賬項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此項目包括應付貿易賬項及以發票日期為準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二○年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付貿易賬項    
零至三十日 65  26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3  1 
九十日以上 2  1 
 70  28 
其它應付賬項及準備 436  552 
應付建築成本賬項 2,011  548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款項 67  5 
應付合營公司款項 1,587  1,589 
 4,171  2,722 

 

 

11.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及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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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公告所述財政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一條守則條文第A.2.1條除

外，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 

 

由同一人出任本公司主席及履行行政總裁的執行職能被認為較具效益，因此該項偏離

被視為合適。董事會相信經由具經驗和卓越才幹的人士所組成的董事會（其中過半數

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運作，已足夠確保權力與授權分布均衡。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本公告所述財政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特別中期股息相關日期 
 
除權基準日   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最後時限  二○二○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記錄日期及時間 二○二○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六時正 

派發日期 二○二○年九月一日（星期二） 

 

凡欲獲派上述特別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者，須不遲於二○二○年八月十七日（星

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

處，即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的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有關

過戶手續。 

 

 

承董事會命 

海港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許仲瑛 

 

香港，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天海先生、易志明議員和包靜國先生，以及五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陸觀豪先生、史習平先生、鄧思敬先生和丁天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