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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五礦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專業建築、物業租賃，
以及製造及貿易業務。本集團自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出售其證券投資後，再無從事任何證券投資及買賣活動。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入按年下降14.9%至135,081,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58,741,000港元）。集團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專業建築業務收入貢獻百份比有所減少，儘管物業租賃及製造
及貿易業務收入有不俗的按年增長。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27,16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170,02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84.0%。本公司每股盈利由22.00港仙，減少84.1%至3.51港仙。在計入投資物業重估收益15,000,000港元前，於回顧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2,16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8,888,000港元（在扣除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38,000,000港元及出售證券投資的一次過收益140,911,000港元後）。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較去年同期 

之變動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

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 ��� 0.� 2,432 1.5 -��.�

專業建築 ��,0�� ��.� 118,080 74.4 -��.�

物業租賃 �0,��0 �.� 8,129 5.1 +��.�

製造及貿易 ��,0�� ��.� 30,100 19.0 +��.�

收入總額 ���,0�� �00.0 158,741 100.0 -��.�

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業務
加上於二零零七年新增在中國長沙的五礦‧龍灣國際社區項目，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共持有三個位於
中國的房地產發展項目，該等項目完成時的總樓面面積約為1,388,000平方米。

期內，本集團之各個房地產發展項目均處於建築或預售階段，故並無來自房地產發展業務之收入獲確認入賬。於
回顧期及去年同期，該業務分部的收入僅來自位於中國廣州市的廣州天河金海大廈（「金海大廈」）建築項目管理合
同尚未錄得之服務費餘額，該項目已於二零零七年竣工。期內的分部收入為55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432,000

港元減少77.1%。繼金海大廈之建築工程竣工後，本集團預料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將不會從其建築項目管理活動中
錄得任何重大收入。儘管如此，本集團預計在東方‧傲景峯項目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交付物業單位予客戶後，其銷
售物業單位的收入及業績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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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業務（續）
於回顧期內，分部虧損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525,000港元增加至18,355,000港元，主要由於東
方‧傲景峯項目及東方‧龍湖灣項目在預售中所產生的銷售及分銷費用8,514,000港元已於收益表獲確認入賬，但
預售該等物業的收入和業績，卻會於交付物業單位予買家的較後階段才獲確認入賬所致。

中國廣東省珠海 — 東方‧傲景峯項目
目前，珠海區內包括港珠澳大橋在內的多項大型基建發展均在進行中，故珠海的房地產市場相對較健康。於二零
零八年年中，珠海若干房地產物業的交易價格曾經創出新高。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該項目的所有住宅單位（總銷售樓面面積合共62,467平方米）、全部商舖（合共2,315平
方米），以及263個（或82.7%）停車位經已售出。該項目的物業單位自二零零八年七月起交付買家後，其經營業績將
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反映在本集團之業績中。預計由該項目所產生的總收入約為926,709,000港元。

中國南京江寧區 — 東方‧龍湖灣項目
雖然中國政府為了穩定過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而在全國各地厲行調控措施，並取得成效，本集團仍然相信作為南
京市新市中心區的江寧區的宏觀經濟發展對該項目繼續發揮利好作用。具體而言，南京政府繼續動用大量政府開
支發展該新市中心區，南京地鐵伸延至江寧區靠近該項目所處地點的南延線已獲確認，而寧杭高速公路二期的建
築亦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完成，並於江寧區設立了一個收費站出入口。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中旬，該項目的建築工程進度已達致獲准預售該項目第一期南區的額外八幢樓房。雖然中國政
府推行嚴厲調控措施帶來影響，但該項目直至目前的預售成績大致上可令人接受。自二零零七年十月開始預售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為止，該項目推出發售的第一期450個住宅單位中，368個（或82%）單位已訂約出售，每平
方米樓面面積平均售價約5,090元人民幣。自推出預售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已售出住宅單位為本集團帶來
約143,665,000港元的現金流。

本集團將一方面繼續採取嚴控成本措施以降低建築成本不斷上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會密切監察工程進度，以實
現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預售第一期剩餘153個住宅單位的計劃。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長沙 — 五礦‧龍灣國際社區項目
於回顧期內，該項目第一期首部分的遷拆工作已大致完成，並已展開該基礎設施建築工程。此外，有關政府部門已
批准該項目的初步設計，致使該項目可以展開施工工作。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批出第一期首部分建築
工程的總承建商合約及積極地為整體建築計劃作出調整，以彌補因有關部門延批整體設計和規劃而引致進度的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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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專業建築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i)上海金橋瑞和裝飾工程有限公司（「金橋瑞和」— 於中國從事
玻璃幕牆設計及安裝業務）及(ii)瑞和（香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瑞和香港」— 於香港及澳門從事玻璃幕牆設計及
安裝業務）來經營專業建築業務。

於回顧期內，此業務分部錄得總收入87,04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18,080,000港元下降26.3%。分部溢利為
1,354,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4,574,000港元虧損有所改善。

分部收入下跌，主要由於來自金橋瑞和之收入減少，以及縮減銀豐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銀豐」）之業
務所致。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結束了銀豐於國內之業務，有效地控制進一步虧損。然而，金橋瑞和未見突出的經營
業績卻抵銷了此舉對分部業績所帶來的正面貢獻。

玻璃幕牆業務
於回顧期內，金橋瑞和錄得68,566,000港元之收入，較去年同期之112,481,000港元按年下降39.0%。分部溢利由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081,000港元下降97.9%至44,000港元。

金橋瑞和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獲得總值135,920,000港元的新合約。按照工程進度，金橋瑞和應可將來自該等新合
約的收入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起確認入賬。因此，金橋瑞和於回顧期內的收入乃來自二零零七年年底結轉約
77,604,000港元的未完成手頭合約。

金橋瑞和已成功從中國建設部取得建築裝飾工程專業承包三級及金屬門窗工程專業承包三級資質。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金橋瑞和未完成的手頭合約總值約為163,908,000港元。然而，金橋瑞和現正面對國內規模較大且檔
次較高的同業的白熱化競爭，其中尤以財政實力和人力資源方面，彼等皆有着佔好的競爭優勢。在上述條件皆有
所局限的情況下，金橋瑞和在爭取利潤較高之大型合約時無可避免會繼續遇到困難。

於回顧期內，瑞和香港之收入按年上升逾20倍至18,48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883,000港元），悉數來
自香港的業務。分部溢利為1,174,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22,416港元。已獲得之主要合約中，包括香港國際機場新
建的候機大堂之玻璃幕牆設計、供應及安裝工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瑞和香港未完成的手頭合約價值約
為43,684,000港元。

防火門及噴塗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豐於香港的業務並無錄得任何收入。銀豐於結束其於中國之業務後，香
港業務規模亦已縮減至最低程度，以完成尚未完成合約的結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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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物業租賃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物業租賃業務主要包括於香港中環的東方有色大廈辦公室和商業單位，以及四個位於香港
的住宅單位。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分部收入較去年上升28.3%至10,43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8,129,000港元），計
入重估收益前之分部溢利則按年上升31.3%至9,06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6,908,000港元），而投資物
業之重估收益則為15,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38,000,000港元）。受惠於香港中區蓬勃的辦公室租賃
市場，東方有色大廈之平均租金因而有所增加，分部收入及業績均有令人滿意的增長。

製造及貿易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製造及貿易業務為積架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積架」）主要於中國及香
港經營的工業潤滑油及工業工具的生產及分銷業務。

積架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錄得收入37,046,000港元，按年上升23.1%（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30,100,000港元），其
中90%收入來自中國，餘下的10%則來自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地區。於回顧期內，積架應佔之分部溢利由去年同期之
1,730,000港元上升18.4%至2,049,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油價趨升及人民幣持續升值導致積架之直接成本大幅增加，儘管積架已略為調升其產品的平均售價，
仍不能避免地削弱了其經營利潤率。

展望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在高油價和國內通漲帶動下，令在中國營商之直接經營成本持續上漲，對本集團的業績造
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響。在這困難的經營環境下，由於本集團在中國經營的非房地產發展業務的同業能轉嫁予客
戶的上漲成本不多，故此，此等行業的競爭程度越趨激烈。基於這個因素，由於本集團在此等行業內之業務單位經
營規模相對較小，其競爭能力也可能較為薄弱。

中國政府為穩定過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而實行的調控措施持續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現今蓬勃發展加上
人民幣升值，給本集團在中國之核心房地產發展業務造就了有利的營商環境。本集團相信，在控股股東和資深管
理層的支持下，跟我們在中國的其他業務相比，本集團的房地產發展業務今後應會為股東帶來滿意的回報。

物業租賃業務持續為本集團的現金流和溢利帶來穩定貢獻，有助保障本集團溢利的穩定性。於回顧期後，本集團
收購了中國五礦大廈作為另一投資物業，以建立範圍更廣及更為穩定之盈利基礎。

展望未來，房地產發展業務料將成為本集團業績貢獻的主要來源。本集團將努力集中財政及人力資源以發展本集
團具競爭優勢之業務分部，以達到保持本集團增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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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透過從營運業務所帶來之現金流，以及由銀行、本公司一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及本
公司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借款而獲得資金來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為783,143,000港元（不包括已抵押存款）（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96,784,000港元），其中97.03%、2.94%及0.0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3%、4.6%及0.1%）
分別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結算。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總借款（包括自銀行、本公司一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及本公司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所
獲得的借款）為562,93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6,423,000港元），以應付本集團收購及發展新項
目之資金需要。本集團之借款總額對權益總額比率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52.8%下跌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之49.5%。然而，倘考慮資本負債比率，即債項淨額（借款總額減已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銀行存款）除以權
益總額，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則並無債項淨額因此並無資本負債比率（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因本集團維持高水平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本集團之借款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361,500

第二年 ���,��� 204,923

���,��� 566,42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人民幣列值之借款為316,963,000元人民幣（約361,94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41,822,000元人民幣（約365,168,000港元）），餘額200,99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255,000港元）為以港元列值之銀行借款。本集團之所有借款均按浮動利率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扣除經資本化撥入發展中物業之財務成本20,28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7,787,000港元）後，
於收益表內錄得之財務成本為31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488,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尚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為70,67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414,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房地產發展資本承擔為263,42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8,338,000港元）。該等承擔將由內部資金及借款撥付。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值，因此，本集團須面對人民幣之外匯風險，而涉及美元之外匯風險則
甚微。鑑於預期之人民幣升值將對本集團位於中國之資產及來自中國之收入有正面影響，故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採取任何重大對沖或其他措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
有關外匯合約、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之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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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值分別為6,46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54,000港元）之
租賃土地及樓宇及356,24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1,249,000港元）之投資物業，356,938,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6,100,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以及5,55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850,000港元）之銀行定期存款用作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本集團已就若干銀行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發展之物業之若干買家就按揭信貸安排按揭貸款而向該等銀行提供擔保，
根據該等擔保未償還之抵押貸款約為425,36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6,887,000港元）。

僱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465名（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390名）僱員（包括董事）。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酬金及福利總額為24,305,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8,821,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市場慣例一致。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認許及表揚合資格人士（按該計劃之定義）
在以往曾經或日後可能不時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任
何根據該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該計劃之主要條款之概要刊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內。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
冊記錄，董事及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定義）之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及第八分部（包括按照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擁有或被視作擁有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

何小麗 個人 20,000 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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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
市規則）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定義）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個人、家屬、
法團或其他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
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獲授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定義）之任何股份或債
務證券。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之規定存置之權益登記冊記錄，下列人
士及實體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三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所持有之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中國五礦」）（附註1） 416,585,852 53.83%

中國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五礦」）（附註1） 416,585,852 53.83%

June Glory International Limited（「June Glory」）（附註1） 416,585,852 53.83%

Osbert Lyman先生（附註2） 40,848,000 5.28%

Royson Lyman先生（附註2） 40,848,000 5.28%

Elke Lu先生（附註2） 40,848,000 5.28%

Strategic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附註2） 40,848,000 5.28%

Delta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40,848,000 5.28%

Albertson Capital Limited（附註2） 40,848,000 5.28%

Montpeli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 

（前稱Montpelier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39,728,000 5.13%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香港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June Glory持有，而香港五礦則為中國五礦全資擁有。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按照收購企元

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全數股東貸款之買賣協議配發及發行34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份予June Glory。據此，June 

Glory現持有合共756,585,852股股份，佔本公司約67.93%全部已發行股本。該收購事項之詳情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

之公告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之通函內。

2. 該等股份由Albertson Capital Limited持有，而Strategic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Delta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則分別各自持有其50%權益。

Strategic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Osbert Lyman先生持有其70%權益，而Delta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則分別由Royson Lyman先生及Elke 

Lu先生各自持有其5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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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時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與以下守則條文之偏離者除外：

(i) 守則條文第A.4.2條要求，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上市公司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
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值告退，至少每三年一次。

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本公司委任之董事，將於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週年大會（而非股東大會）上接受選舉。再
者，本公司是根據一九九一私人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據此，本公司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
故只有其餘董事按照該守則條文之方式輪值告退。

(ii) 守則條文第E.1.2條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所有董事委員會之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該會議上
回答提問。

由於特發性的公務安排，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薪酬委員會主席周中樞先生未能出席本公司的二零零八年股東
週年大會。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兼薪酬委員會成員何劍波先生因而代為主持該股東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訂立「本公司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規則及程序」（「證券交易守則」）為指引，有關條文不
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寬鬆。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查詢，並已接獲各董事之確認書，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
已遵守證券交易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馬紹援先生、林濬先生及譚惠珠女士。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條「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該等財
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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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根據上市規則第��.��條及��.��條而作出之持續披露

積架石油化工有限公司、ONFEM Finance Limited及Virtyre Limited（彼等皆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接納一家銀行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分別各自發給彼等之融資函件（「該等融資函件」），
有關授出額度總數為211,135,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該等銀行融資」）之要約。該等銀行融資並無特定期限。

作為提供該等銀行融資之其中一項條件，中國五礦必須於該等銀行融資有效期間（直接或間接）保持其於本公司之
主要持股量（主要持股量之定義未有於該等融資函件內註明）。違反該條件將構成違約事件，並會導致該等銀行融
資即時到期及需要即時償還該等銀行融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其他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及13.21條而需要作出披露之責任。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何劍波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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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五礦建設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3至28頁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五
礦建設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
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
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
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
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
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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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五礦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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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0�� 158,741

銷售成本 (�0�,���) (130,862)

毛利 ��,��� 27,879

其他收益 4 ��� 141,112

銷售及分銷費用 (��,��0) (13,334)

行政開支 (��,���) (25,258)

其他經營開支 (�,���) (1,227)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9(a) ��,000 38,000

經營溢利 �0,��� 167,172

財務收入 �0,��� 3,864

財務成本 (���) (488)

除稅前溢利 5 ��,��� 170,548

所得稅 6 ��� (525)

本期間溢利 ��,��� 170,023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 170,023

少數股東權益 (�,���) —

��,��� 170,023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顯示）
 — 基本與攤薄 7 �.�� 22.00

第18至28頁之附註為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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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0�� 20,297

投資物業 9 ���,��� 341,249

商譽 9 �,�0� 8,520

其他資產 ��� 437

���,��� 370,503

流動資產
存貨 10 �,�0�,��� 1,311,83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 262,918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總額 ��� 875

已抵押存款 �,��0 17,850

現金及銀行存款 ���,��� 796,784

�,���,��� 2,390,263

資產總額 �,���,��� 2,760,766

第18至28頁之附註為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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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 77,383

儲備 13 ���,��0 800,707

���,��� 878,090

少數股東權益 �0�,��� 195,246

權益總額 �,���,��� 1,073,33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4 ���,��� 204,923

遞延稅項負債 ��� 123

其他負債 �,��� 8,299

���,��� 213,3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0�,0�� 267,603

遞延收入 �,0��,��� 833,245

當期應付稅項 ��,��� 11,737

借款 14 ���,��� 361,500

�,���,��� 1,474,085

負債總額 �,0�0,��0 1,687,430

權益及負債總額 �,���,��� 2,760,766

流動資產淨值 �,0��,��� 916,17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 1,286,681

第18至28頁之附註為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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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儲備 總額
少數 

股東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77,218 740,611 817,829 — 817,829

匯兌調整 — 6,487 6,487 — 6,487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119,160) (119,160) — (119,160)

在權益中直接確認的淨開支 — (112,673) (112,673) — (112,673)

本期間溢利 — 170,023 170,023 — 170,023

本期間確認的收入總額 — 57,350 57,350 — 57,350

購股權行使時發行股份 165 1,204 1,369 — 1,369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77,383 799,165 876,548 — 876,548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 �00,�0� ���,0�0 ���,��� �,0��,���

匯兌調整 — ��,��� ��,��� ��,��� ��,�0�

在權益中直接確認的淨收入 — ��,��� ��,��� ��,��� ��,�0�

本期間溢利 — ��,��� ��,��� (�,���) ��,���

本期間確認的收入總額 — ��,�0� ��,�0� �,��� ��,0�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 ���,��0 ���,��� �0�,��� �,���,���

第18至28頁之附註為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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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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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 269,26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161,58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124,0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0) 554,917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12,585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667,5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 670,533

銀行透支 (��0) (3,031)

���,��� 667,502

第18至28頁之附註為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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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 組織及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專業建築、物業租賃，以及製造及貿易業務。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在
兩個經濟區域經營。香港及澳門，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香港及澳門外）（「中國」）為本集團全部業務之主要
市場，另有小部份收入來自其他國家。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港幣千元列值（除非另有說明）。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之董事會於二零
零八年九月五日批准刊發。

�.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

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列示者一致。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與本集團有關，但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對收購日期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首個年度申
報期間開始時或以後的業務合併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集團將於上述準則生效之會計期間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但預期對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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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分部資料

 主要呈報模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將其業務劃分為下列各分部：

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 發展住宅及商用物業，以及提供建築項目管理服務

專業建築： 設計、安裝及銷售幕牆、鋁窗、門及防火物料

物業租賃： 從出租物業賺取租金收入，並就長遠而言，自物業升值中獲取收益

製造及貿易： 製造及買賣潤滑油、工業用具及化工產品

證券投資及買賣： 買賣及投資證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房地產發展及項目管理 專業建築 物業租賃 製造及貿易 證券投資及買賣 總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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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 2,432 ��,0�� 118,080 �0,��0 8,129 ��,0�� 30,100 — — ���,0�� 158,741

業績

分部業績 (��,���) (6,525) �,��� (4,574) ��,0�� 44,908 �,0�� 1,730 — 140,898 �,��� 176,437

未分配成本淨額 �,��0 (9,265)

經營溢利 �0,��� 167,172

財務收入 �0,��� 3,864

財務成本 (���) (488)

所得稅 ��� (525)

本期間溢利 ��,��� 170,023

未分配成本淨額代表企業開支及扣除企業收入及收益後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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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 140,911

其他 ��� 201

��� 141,112

�.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款利息 �0,�0� 8,275

減：以資本化方式撥入發展中物業之金額 (�0,���) (7,787)

��� 488

土地契約溢價之攤銷 �,��� 3,099

減：以資本化方式撥入發展中物業之金額 (�,���) (3,099)

— —

折舊* �,��0 1,325

售出存貨成本 ��,��� 15,94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0� 18,821

陳舊存貨（撥回）╱撥備* (��) 1,248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308

匯兌收益淨額* (��,���) (5,953)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支出* �,00� 2,712

提供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開支 �,��� 1,191

* 包含於行政開支內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 五礦建設有限公司 ��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海外稅項

當期撥備 �� 525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

所得稅（撥回）╱支出 (���) 525

�.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為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 170,02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 772,819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 22.00

期內不存在具攤薄潛力之股份（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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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 

及設備 投資物業 商譽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0,��� ���,��� �,��0

添置 �,��� — —
重估收益(a) — ��,000 —
出售 (��) — —
折舊 (�,��0) — —
匯兌差額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0�� ���,��� �,�0�

(a) 本集團已參考同區及狀況相同且受類似租約及其他合約規限之同類物業的市場價格而估計投資物業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本期間確認重估收益15,000,000港元。

�0. 存貨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貿易存貨
 原材料 �,��0 6,384

 製成品 �,��� 4,253

�,��� 10,637

減：陳舊存貨撥備 (���) (3,671)

製造及貿易存貨淨額 �,��� 6,966

發展中物業 — 位於中國(a) �,�00,�0� 1,304,870

�,�0�,��� 1,311,836

(a) 發展中物業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成本 ���,��� 835,083

在建工程 ���,��� 469,787

�,�00,�0� 1,30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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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貿易及合約應收款項，貿易及合約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0�� 62,949

31至60日 ��,0�� 37,634

61至90日 �,��� 15,277

90日以上 ��,��� 43,835

���,0�� 159,69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10,638)

��0,��� 149,057

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一般自發票日期起給予30日至60日信貸期予客戶。合約應收款項之信貸期乃根
據合約條款之規定而有所不同。

��. 股本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數目 價值 股份數目 價值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每股面值0.�港元之普通股）
於期╱年初及期╱年終之結餘 �,000,000 �00,000 2,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面值0.�港元之 

普通股）
於期╱年初之結餘 ���,��� ��,��� 772,182 77,218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附註a） — — 1,650 165

於期╱年終之結餘 ���,��� ��,��� 773,832 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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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股本（續）
(a) 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股） （千股）

於期初之結餘 — 14,800

已行使 — (1,650)

已失效 — (13,150)

於期終之結餘 — —

��. 儲備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資本贖回

儲備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409,738 600,412 769 119,160 8,314 (397,782) 740,611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204 — — — — — 1,20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 — (119,160) — — (119,160)

匯兌調整 — — — — 6,487 — 6,487

期間溢利 — — — — — 170,023 170,023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410,942 600,412 769 — 14,801 (227,759) 799,165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0,��� �00,��� ��� — ��,��� (���,���) �00,�0�

匯兌調整 — — — — ��,��� — ��,���

期間溢利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0,��� �00,��� ��� —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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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借款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銀行借款，有抵押 ��,��� —

一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之貸款，無抵押 ���,��� 204,923

���,��� 204,923

流動
銀行透支，有抵押 ��0 101

銀行借款，有抵押 �00,��� 273,798

銀行借款總額，有抵押 �00,��� 273,899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有抵押 ��,��� 87,601

���,��� 361,500

借款總額 ���,��� 566,423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票據及合約應付款項，貿易、票據及合約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47,493

31至60日 �,��� 32,234

61至90日 ��,��� 17,871

90日以上 ��,��� 53,933

��0,0�� 1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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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承擔有關

 物業發展 ���,��� 338,338

 租售物業裝修 �,��� —

���,��� 338,338

��. 財務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若干本集團物業買家獲授之按揭融資而向銀行給予擔保425,362,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346,887,000港元）。

��. 關聯方交易
董事認為，直接控股公司為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June Glory International Limited；居間控股公司為在香
港註冊成立之中國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五礦」）；而最終控股公司則為在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國五礦集
團公司（「中國五礦」）。

本集團與關聯方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有下列重大交易及結餘。

 (a) 與關聯方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收取建築項目管理服務收入(i) ��� 2,432

向關聯公司收取專業建築收入(ii) ��,��� 36,985

給予關聯公司就房地產開發項目之建築成本(ii) ��,��� 32,101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就一項房地產開發項目之建築成本(iii) ��,��� —

給予同系附屬公司之租金開支及特許租用費(iv) �,��� 801

給予一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之貸款利息開支(v) �,��� —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開支(vi) �,��� 2,805

給予關聯公司之利息開支(ii) �,��� 4,928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利息開支(v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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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關聯方交易（續）

 (b) 與關聯方之結餘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建築項目管理服務而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合約款項(i) — 4,447

就專業建築合約而應收關聯公司之合約及其他款項(ii) ��,��� 48,305

就一項房地產開發項目而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合約款項(iii) ��,��� 8,800

就房地產開發項目而應付關聯公司之合約款項(ii) ��,��� 3,383

一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提供之長期貸款(v) ���,��� 204,923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提供之短期貸款(vi) ��,��� 87,601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vii) ��,0�� 21,946

關聯公司提供之銀行借款(ii) ���,��0 265,353

 (c)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酬及短期僱員福利 �,��� 2,976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0 30

�,��� 3,006

附註：

(i) 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與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訂立了建築項目管理協議，有關詳
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告中披露。有關交易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關連交易。

(ii) 由於中國五礦為國有企業，中國政府因此被視為本公司之最終控制方。除中國五礦外，由中國政府直接或間
接控制之其他國有企業及其附屬公司亦被視為本集團之關聯公司。為平衡作出披露之成本及效益，本集團只
披露與該等國有企業進行之重大交易。

(iii) 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與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訂立了建築合約，有關詳情已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中披露。該宗交易構成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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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 關聯方交易（續）

 (c)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續）
(iv) 根據有關人士參考市場價格所訂立的協議，向本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支付租金開支及特許租用費。該等交易

構成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持續關連交易。

(v) 一名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提供之無抵押、長期貸款乃按浮動的中國人民銀行不時公佈之人
民幣一至三年期貸款基準年利率計息，並須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償還。該名附屬公司的少數投資者亦
為中國五礦之間接附屬公司。有關交易構成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關連交易。

(vi)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提供為期一年並分別按年息率6.732%及
7.029%計息之短期貸款作為營運資金用途，並以香港五礦提供之公司保證作抵押。

(vii)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按中國人民銀行不時所報之人民幣短期貸款基準年息率的90%計息、無抵押及
須於要求時償還。該宗交易構成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關連交易。

��.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本集團與香港五礦之全資附屬公司，企榮財務有限公司，及香港五礦訂立收購協議，
內容為有關收購企元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公司應付賣方之全數股東貸款343,428,032港元，交
易作價約為537,200,000港元。此宗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完成。

以上交易詳情已列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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