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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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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太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客戶合約 74,090 14,290

租賃 20,675 4,080

淨投資收益 5 98 936  

總額 94,863 19,306  

其他收入 5,155 22,258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782 3,334

（已確認）╱已撥回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
的減值虧損，淨額 (3,182) 24,981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2 (222,873) –
採礦權減值虧損 13 – (42,588)

存貨之購買及變動 (57,441) (5,401)

僱員福利開支 (19,051) (17,672)

其他經營開支 (28,692) (28,123)

財務成本 7 (91,485) (22,980)  



– 2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321,924) (46,885)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49,455 (9,301)  

期間虧損 9 (272,469) (56,186)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3,251) 22,056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83,251) 22,056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355,720) (34,130)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71,302) (56,105)

非控股權益 (1,167) (81)  

(272,469) (56,186)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開支）╱收益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5,326) (34,179)

非控股權益 (394) 49  

(355,720) (34,130)
  

每股虧損 11

－基本（港仙） (5.1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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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18 1,402

投資物業 12 3,719,343 4,160,477

無形資產 96,445 97,808

採礦權 13 18,716 18,71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00 627

使用權資產 6,626 4,152

其他非流動按金 1,502 1,502

其他非流動資產 6,000 6,000  

3,854,850 4,290,684  

流動資產

存貨 8,620 4,09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56 8,471

應收賬款 14 35,069 25,62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9,666 98,5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3,183 255,354  

347,094 392,09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7 13,395 27,13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98,143 342,575

借貸 15 1,818,057 1,910,778

租賃負債 3,884 2,859

應付稅項 106,018 109,052  

2,339,497 2,392,399  

流動負債淨值 (1,992,403) (2,000,3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62,447 2,29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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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1,654 575,664

租賃負債 3,323 1,530  

504,977 577,194  

資產淨值 1,357,470 1,713,19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262,501 262,501

儲備 1,093,189 1,448,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55,690 1,711,016

非控股權益 1,780 2,174  

權益總額 1,357,470 1,713,190
  



– 5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太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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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持續經營評估

鑑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約272,469,000港元的淨虧損，而截
至該日，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1,992,403,000港元，故於編
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考慮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

該等情況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會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因此，
可能無法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履行其債務。由於董事經考慮以下事項後，確
信本集團之流動資金能夠維持未來一年的經營，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
基準編製：

(1)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本集團與收購附屬公司之賣方之最終控制方戴永革（「戴先生」）
訂立承諾安排，即倘廣州融智公共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廣州融智」）所借銀行貸款於
收購完成後並未成功續期且可要求強制償還，戴先生將不可撤銷地履行該承諾安
排下之個人義務，向銀行償還所有到期銀行貸款及應計利息。倘該事件發生，本集
團已同意於戴先生結算當日起13個月內或於本集團可就廣州融智獲得融資進行還
款時（以較早者為准）向戴先生償還結算金額。

(2) 本集團可能會尋求其他財務資源（包括但不限於供股及配售股份），以滿足其到期負
債及責任。

考慮到內部可用資金、本集團所持有之非流動資產、戴先生作出之承諾及潛在的集資活
動，董事相信本集團能夠在可預見未來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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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為未來
可能出現的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
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於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資產及負債、收入與開支的報告數額。估
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多個相信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其他因素而作出，其結
果成為判斷其他來源並不顯然易見的資產與負債賬面值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
等估計。本公司會持續審查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倘對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該修訂期
間，則於修訂估計的期間確認修訂；倘修訂影響當前及未來期間，則在修訂期間及未來
期間確認修訂。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惟以公允值計量（倘適用）之投資物業及
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應用若干變得與本集團相關之會計政策導致之其他
會計政策外，編製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與Covid-19相關的租金 

優惠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

度改進

本期間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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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客戶合約收益細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及服務類型

－銷售醫療設備 4,620 7,952

－銷售地板材料 56,414 –

－來自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的收益 13,056 6,338  

74,090 14,290
  

地區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7,152 14,290

－新加坡 30,322 –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17,562 –

－香港 8,530 –

－英國（「英國」） 524 –  

74,090 14,290
  

收益確認時間

－隨時間經過 13,056 6,338

－於某一時點 61,034 7,952  

74,090 14,290
  

以下載列客戶合約收益與分部資料所披露金額之對賬：

分部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益

－醫療設備貿易 4,620 7,952

－地板材料貿易 56,414 –

－物業投資 13,056 6,338  

74,090 14,290

租賃 20,675 4,080  

總收益 94,765 1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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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
表現之資料，集中於已付運或已提供之貨物或服務類型。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如下：

(i) 物業投資分部－物業投資、開發購物中心、租賃物業及物業管理；

(ii) 醫療設備貿易分部；

(iii) 地板材料貿易分部；

(iv) 採礦及勘察天然資源分部－於蒙古共和國（「蒙古」）之採礦及生產鎢礦資源活動；及

(v) 金融服務及資產管理分部－不同經營分部匯總包括買賣股本證券及衍生工具；及收
購不良債務資產而產生之資產管理。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醫療

設備貿易

地板

材料貿易

採礦

及勘察

天然資源

金融

服務及

資產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33,731 4,620 56,414 – – 94,765

分部淨投資收益 – – – – 98 98      

總計 33,731 4,620 56,414 – 98 94,863
      

分部業績 (302,563) (2,373) 1,026 (387) (926) (305,223)
     

匯兌虧損淨額 (3)

未分配財務成本 (100)

未分配利息收入 695

中央行政開支 (17,293) 

除稅前虧損 (3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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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醫療

設備貿易

採礦
及勘察

天然資源

金融
服務及

資產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0,418 7,952 – – 18,370

分部淨投資收益 – – – 936 936     

總計 10,418 7,952 – 936 19,306
     

分部業績 (26,321) (323) (43,253) (4,664) (74,561)
    

匯兌收益淨額 1,496

就以下項目撥回之減值虧損
－出售杭州太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太榮」）之應收款項 21,831

－出售杭州太榮應收款項之應收利息 751

出售杭州太榮應收款項產生之利息收入 12,302

收購附屬公司之議價購買收益 2,312

商譽減值 (474)

未分配財務成本 (54)

未分配利息收入 8,553

中央行政開支 (19,041) 

除稅前虧損 (46,885)
 

5. 淨投資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 98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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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764 1,496

收購附屬公司之議價購買收益 – 2,312

商譽減值 – (474)

其他 18 –  

782 3,334
  

7.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的利息開支
－銀行借貸 91,346 22,857

－租賃負債 139 123  

91,485 22,980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
現行稅項 1,027 3,701

遞延稅項 (50,482) 5,600  

(49,455) 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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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間虧損

期間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7,441 5,4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6 2,021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02 1,841

無形資產攤銷 1,363 455

與短期租賃有關之開支 26 122
  

10. 股息

董事已決定將不會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71,302) (56,10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50,020 5,250,020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概無呈列兩個期間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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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資物業

千港元

公允值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92,245
添置 9,083
收購附屬公司 3,780,073
轉撥至存貨 (222,575)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值變動 (270,941)
匯兌調整 72,592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160,477
確認於損益的公允值變動 (222,873)
匯兌調整 (218,26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719,343
 

本集團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乃由董事參考市場單位
費率並計及就類似物業的性質、位置及狀況作出調整後的該等物業近期交易價透過市場
比較法進行估值，而本集團位於中國之投資物業之公允值乃參照資本化率及每月市場租
金根據收入資本化法並考慮物業性質、潛在收入、位置及物業之個別因素由獨立專業估
值師進行估值。

於過往年度所用估值技術概無變動。於估計作披露用途之投資物業公允值時，投資物業
之最高及最佳用途為其現有用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屬於第三層
公允值層級，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自第三層轉
出。

13. 採礦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3,034

 

減值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921,243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63,075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84,318

 

賬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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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權指可於蒙古巴彥烏列蓋省瑙貢諾爾市烏蘭烏拉（「烏蘭烏拉」）及蒼希格（「蒼希格」）
及巴彥烏列蓋省臣格勒市科布多河（「科布多河」）進行採礦活動之四個權利。於蒼希格之
採礦權及於烏蘭烏拉之兩個採礦權剩餘法定年期為9至14年，分別於二零三一年七月、
二零三三年三月及二零三五年十二月屆滿。於科布多河之採礦權剩餘法定年期為14年，
於二零三六年七月屆滿。

礦產開採執照乃由蒙古礦產資源及石油管理局（「蒙古礦務局」）發出，可連續續期兩次，
每次20年。董事認為，申請續期僅須完成相關程序，故本集團應可續期礦產開採執照而無
需重大成本，直至所有探明及估計之礦藏已獲開採為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尚未進行活躍採礦業務。

14.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41,277 30,097

減：信貸虧損撥備 (6,208) (4,477)  

35,069 25,620
  

本集團按所售產品類型授予其客戶30至120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120日）
之信貸期。根據相關協議之條款，出售經營權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到期結算。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與各自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扣除信貸虧損
撥備）：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16,565 24,843

91至120日 7,080 –

120日以上 11,424 777  

35,069 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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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定息銀行借貸 1,602,626 1,675,647

有抵押浮息銀行借貸 209,916 232,131

無抵押定息銀行借貸 5,515 3,000  

1,818,057 1,910,778
  

於報告期間，有抵押銀行借貸乃由投資物業及一間附屬公司的股權作抵押。

16.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按每股0.05港元之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4,566,666,668 1,728,333
  

按每股0.05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250,019,852 262,501
  

17. 應付賬目

根據於報告期末交付日期呈列的應付賬目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3,395 10,755

31至90日 – 16,380  

13,395 27,135
  

於兩個報告期間，供應商授予的信貸期為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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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報告期間」）太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的收益約為94.8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收益約 18.4百萬港元大幅增加415.2%。有關增加主要由
本集團於一般正常業務過程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購物中心業務所
帶來的租金收入及物業管理及有關服務收入所貢獻，以及銷售地板材料收益
增加。雖然收益大幅上升，同時本公司也積極實施持續成本節約計劃，但本集
團於本報告期間仍錄得除稅前虧損約321.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前虧損 46.9百萬港元增加586.4%，此乃由於以下因素綜合
影響所致：

(i) 中國投資物業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的持續負面影響導致公允值減
少約222.9百萬港元；及

(ii) 本年就收購廣州購物中心（定義見下文）新增約人民幣1,370.0百萬元銀行貸
款導致相關之財務成本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3.0百萬港
元增加至本報告期間約 91.5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約49.5百萬港元。

計入上述所得稅及減去非控股權益，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由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56.1百萬港元增加至本報告期間的約
271.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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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地板材料及醫療設備貿易、採礦及勘察天然資源、
及金融服務及資產管理業務。

(1) 物業投資

中國購物中心業務

本集團在中國全資持有三個購物中心，包括 i）在中國遼寧省錦州市一個
單層地下商場（「錦州購物中心」，並從事購物中心業務（「錦州購物中心業
務」）；ii）在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一個兩層地下商場（「廣州購物中心」），並從
事購物中心業務（「廣州購物中心業務」）；及 iii）在中國湖南省安陽市一個雙
層地下購物中心（「安陽購物中心」），並從事購物中心業務（「安陽購物中心
業務」）。

安陽購物中心業務，連同錦州購物中心業務及廣州購物中心業務，統稱「中
國購物中心業務」。

錦州購物中心、廣州購物中心及安陽購物中心的業務及經營模式主要涉
及向服裝、配飾、家居用品以及食品及飲料之零售商及批發商租賃商舖及
購物中心內的其他場所，以進行營銷及推廣活動。其自租金收入及向租戶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包括商場安全、維護及維修、管理三間購物中心的營
運）獲取收益。本公司持有三間購物中心作為投資物業及開展主要涉及租
賃及物業管理服務的日常營運，產生租金及物業管理收入。

此外，就廣州購物中心而言，根據與其租戶的若干合約，商舖的經營權可
於指定租期後轉讓至有關租戶。這一點以及廣州購物中心的租賃團隊進
行的銷售推廣及租賃活動產生來自轉讓商舖經營權之額外收益。於本報
告期間，於二零二一年收購廣州購物中心之前訂立的既有合約因新冠疫
情關係沒有進一步完成成交，導致沒有錄得轉讓購物中心商舖經營權時
產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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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在採取多元化業務策略。收購安陽、錦州及廣州三個購物中心
之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完成，其符合本集團的策略發展，並將為本集團提
供機會以拓展購物中心網絡及擴大其購物中心業務的區域覆蓋範圍及規
模。預期本集團購物中心的推廣活動、營銷活動及品牌建設將更為有效且
具成本效益。安陽購物中心位於中國中部地區，而於錦州和廣州的購物中
心分別位於中國東北地區及南部地區。收購項目將使本集團的購物中心
網路在中國中部，東北地區及南部地區擁有戰略地位，並在中國的上述地
區進行地域性擴張及可能擴大其市場份額。

中國購物中心業務主要從事租賃及管理安陽購物中心、錦州購物中心及
廣州購物中心之業務營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三個購物中心詳
情載列如下：

購物中心 建築面積

可出租樓面

面積

已出租樓面

面積

（約平方米） （約平方米） （約平方米）

安陽購物中心
中國安陽地一購物街購物中心 25,310 24,815 16,387

錦州購物中心
中國錦州地一大道購物中心 40,765 38,809 34,990

廣州購物中心
中國廣州地一大道購物中心一期 

及二期 89,415 37,570 17,362

在本報告期間，中國購物中心業務之收益主要來自商舖及場地空間租戶
之租金收入和物業管理及有關服務收入合共約28.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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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的房地產

本集團於倫敦市中心緊鄰白金漢宮的黃金地段持有高端豪華房地產（「英
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允值入賬之英國投
資物業約為 611.2百萬港元。於本報告期間，英國投資物業的收益約為 5.8

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0.1百萬港元增加
5,700%。有關租金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英國倫敦白金漢門 6號的聯排別墅
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開始新租賃，租期為三年，而所帶來之租金收入。

英國投資物業的業務及營運模式涉及位於倫敦的高端豪華住宅物業的租
賃及物業管理，有關物業被出租予高端遊客及租戶，以賺取租金收入。

分部整體業績虧損為約302.6百萬港元，相比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虧損約26.3百萬港元增加約1,050.6%，乃主要由於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爆發的持續負面影響導致投資物業公允值減少約222.9百萬港元及
就收購廣州購物中心新增約人民幣 1,370.0百萬元銀行貸款導致本報告期
間產生了約 87.7百萬港元的財務成本所致。

(2) 地板材料及醫療設備貿易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下年半年展開地板材料貿易業務，並於本報告期間錄
得56.4百萬港元之收益。本集團銷售地板材料產品予海外客戶並出口產品
至美國及印度等市場。利用與本集團中國購物中心業務之潛在協同效益，
我們期望可藉購物中心租戶及顧客網絡創造收益及拓展我們地板、天花
及其他裝飾品在國內之銷售。

本集團於中國營運醫療設備貿易業務，其中大多數客戶為醫院。由於銷售
產品大部份為一般醫療設備、消耗用品及光學醫療儀器以及其相關零件
（「醫療產品」）。2019冠狀病毒疫情為醫療產品之銷售仍帶來負面影響，令
本報告期間的收益減少至約4.6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8.0百萬港元減少42.5%。本報告期間醫療設備貿易業務之分部
虧損約2.4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虧損約
0.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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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礦及勘察天然資源

目前，本集團持有蒙古國三個鎢礦項目的四個採礦權許可證（「採礦權」）。
採礦及勘察天然資源業務分部於本報告期間並未錄得收益，概因接洽中
的眾多投資者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其隨後的封鎖措施而擱置商談。多
項因素包括工廠停工、生產線停頓、疫情反覆及持續出現變種病毒，導致
市場需求縮減，令若干潛在採礦合作夥伴或投資者因而於本報告期間喪
失投資有關分部的興趣。

採礦權的賬面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8.7百萬港元。本集團仍在不
斷物色潛在投資者洽談出售採礦權事宜。

(4) 金融服務及資產管理

由於前景及市況尚不明朗，尤其是鑒於經濟復甦受疫情反復及中美緊張
局勢加劇所影響，本集團已於報告期間採取審慎的金融投資策略，因此，
本報告期間錄得分部虧損約為0.9百萬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分部虧損約為
4.7百萬港元。有關此分部之各業務狀況進一步討論如下。

金融服務

本集團通過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在香港持有得放貸人牌照。由於市場情況
不明朗，放貸業務將推遲開展。

不良債務資產管理

本報告期間業務產生虧損約為1.0百萬港元，主要為營運業務的經常性成
本，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則為約5.6百萬港元。董事
將繼續評估本集團是否應繼續進行不良資產投資。

證券投資

本報告期間，本集團出售大部份證券投資，錄得公允值投資收益淨額約0.1

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投資虧損淨額約
0.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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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綜合資產淨值約為 1,357.5百萬港元，較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淨值約 1,713.2百萬港元減少約 355.7百
萬港元。自去年年底以來並無股份變動。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
5,250,019,852股已發行股份，而本公司擁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1,355.7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711.0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263.2百萬港元（於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55.4百萬港元）、流動資產約為 347.1百萬港元（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2.1百萬港元）、流動負債約為2,339.5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392.4百萬港元）。流動比率為0.15倍（附註1）（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6倍）。於本報告期間末，本集團流動負債淨值
約為1,992.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值約2,000.3百
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債務融資總額約為1,818.1百萬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10.8百萬港元），及本報告期間概無非流動債務融
資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淨債務（附註 2）約為1,554.9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淨
債務約1,655.4百萬港元）及權益總額約為1,357.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713.2百萬港元）。因此，於本報告期間末之資產負債比率（附註3）為
1.3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

本集團融資及庫務管理活動目標是確保足夠的資金流動性以滿足業務經營需
要及各項投資計劃。

附註1：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附註2： 淨債務=借貸 – 銀行結餘及現金

附註3： 資產負債比率=計息借貸總額╱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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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亦無參與有關主要投資
或購入資本資產之任何未來計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約1,812.5百萬港元由本集團若干
資產，包括投資物業及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的股權作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 1,907.8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報告幣種為港元（「港元」），而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美
元」）、英鎊（「英鎊」）及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由於港元匯率與美元匯率掛鈎，因
此美元資產及交易並無重大匯兌風險。然而，本集團英國及中國附屬公司的資
產、負債及交易主要分別以英鎊及人民幣計值，就此而言，於本報告期間末作
財務換算時則需面對匯兌風險。

本集團已實施政策及指引管理匯兌風險，同時，中國附屬公司均能夠產生足夠
收益以應付其當地貨幣的費用支出。因此，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所承受的
潛在外幣風險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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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99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

名）僱員，其中約 8%（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位於香港，而餘下僱
員位於中國及海外。

本集團認同僱員為本集團成功的關鍵。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按每名員工的表現
及根據不同地區的薪金情況而定，並會每年定期檢討。除強制性公積金及醫療
保險外，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亦會根據個別表現評估向董事及合資
格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資獎勵。董事局（「董事局」）認為，本集團與僱員之間維持
良好的關係。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本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前景

國家統計局公佈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約5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2.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半年同比下降 0.7%，其中六月份由降轉升，同
比增長3.1%。中國各地區各政府部門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大
宏觀政策調節力度，有效實施穩經濟政策措施。整體而言，上半年中國經濟克
服困難保持增長，呈現企穩回升態勢。

中國購物中心業務及地板材料貿易業務預期是本集團未來業務擴充及收益來
源之雙重焦點。

國內新冠疫情在上半年比較反覆，隨著國家對疫情在全國各地實施強而有力
的管控，下半年疫情有望漸趨平穩，預期經濟及民生消費可加快復甦。目前國
內商場顧客到訪商場主要是尋求新穎之休閒娛樂消費體驗，當中以餐飲為首
要目的，其次是娛樂社交，接著是購物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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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在未來優化購物中心設施及提升整體佈局時，將著重消費者對優
質特色餐飲與動態娛樂之需求，塑造旗下各商場成為社交，打卡及線上線下購
物配套熱點。

廣州購物中心在下半年加入了健身中心及劇本殺推理館，擴展了餐飲區，配合
下半年原定的拓展計劃，持續引進更多特色商戶進駐，為潮流服飾提供線上線
下交滙點，吸引更多年輕消費者光顧購物中心。除滿足國內消費者對時尚服裝
的需求，購物中心亦計劃開闢專區引進商戶及配套設施如展廳、板房和商務洽
談間等一條龍服務，發展成包括來自東南亞、中東以至南美等國際服裝時尚買
手之採購中心。

錦州購物中心待下半年疫情穩定後考慮重啟引進特色餐飲、電玩中心及劇本
殺推理館等新項目。商場亦在籌劃將中段部分的雙通道格局改建為更寬敞的
單通道地下步行街格局，同時引入品牌服飾、精緻餐飲與及美容特色體驗店。
中段部分預計於明年改造完成，連接現有商場頭段及末端的單通道佈局，屆時
錦州商場將可轉型成為錦州唯一地下綜合商業步行街，全天候為顧客提供一
站式休閒步行消費新體驗。

安陽購物中心在上半年引進了溜冰場及小酒館項目，豐富了年青人於商場的
動態娛樂及休閒體驗，目標是構建成為新一代恆常之社交會聚平台。待下半年
疫情進一步緩和，購物中心計劃優化裝潢，改造更富時代感之商場環境，同時
加強為年青商場顧客提供更貼心之服務，更好把握未來消費復甦之商機。

地板材料貿易業務上半年增長迅速，展望下半年業務維持強健的勢頭，目標拓
展澳洲及德國等市場。目前產品已銷往美國及印度等國家。若美國對中國商品
入口關稅下降，將有利本集團地板產品往美國之銷售。我們目標是發展及擴大
中國國內市場及利用我們購物中心之網絡資源創造協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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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投資物業方面，本集團目前仍計劃出租有關物業。同時，視乎倫敦房地產
市場情況，若有投資者就購買英國投資物業作合適出價，本集團會積極衡量出
售英國投資物業對集團的裨益。

新冠病毒變異令全球疫情不時出現反覆，俄烏戰爭膠著，中美關係時而出現緊
張，環球利率趨升等事項令全球經濟復甦之路添上陰霾。儘管如此，世界各國
採取各項振興措施讓商業活動穩步重拾動力，市場消費信心回升漸見曙光。本
集團在此等複雜多變的經營環境中，繼續採取穩健之策略優化業務組合，改善
資產結構，在擴充業務同時爭取更佳投資回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局致力維持法定及監管標準，並秉持企業管治的原則，強調透明度、獨立
性、問責性及負責制。於本報告期間，除本公告內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一
直遵守適用之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
有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C.2.1，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執行董事王宏放先生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來兼任本公司董事會
主席及行政總裁，並負責監督本集團日常運作。董事會認為，為有效管理及業
務發展而讓王先生兼任兩職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此外，董事會其他成員（包
括另一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會監督及管理
本集團的運作，並確保權力分布均衡及受到充分制衡，以保障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陳偉松先生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辭任之外，於報
告期後概無發生對本集團構成影響的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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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委員認為有關報表遵守適用會計準則並認為已
作出充足披露。

承董事局命
太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王宏放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宏放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 高 濱博士
鄭育淳先生（執行總裁） 劉 艷女士

鄧竟成先生
非執行董事：
肖益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