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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局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朱沃裕先生

執行董事
李月華博士（行政總裁）
王顯碩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潤權博士
劉文德先生
余伯仁先生

公司秘書
賴益豐先生

核數師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15樓1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法律顧問
普蓋茨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35樓

百慕達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一座2901室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
28樓2809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le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 Road
Pa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股份代號
1031

網址
http://www.goldenresort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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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主要在澳門從事娛樂及酒店服務。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受惠於全球經濟反
彈好轉。尤其澳門博彩及旅遊業表現出色，帶動本集團核心業務所產生業績提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242,000,000港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約171,000,000港元，營業額大幅增長約42%。

呈列於業務分類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
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為106,03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1,809,000港元），顯
示經營業績錄得48%的大幅增長。在管理團隊的專致努力下，酒店業務及博彩業
務表現均鼓舞人心。

本公司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純利為約1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5,0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16港仙（二零零九
年：1.01港仙）。

業務及財務回顧

酒店業務
本集團之酒店業務（主要包括客房、食品和飲料銷售及其他租賃收入）較二零零九
年同期錄得大幅增長。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72,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8,000,000港元）。酒店業務收益佔總營業額30%（二零零九
年：28%）。於回顧期內，兩間酒店的平均入住率逾70%。兩間酒店的日均房租亦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有所增長。翻新客房之需求持續增長，表明持續翻新客房取得
成功，可增加客房租金及入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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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博彩業務
本集團賭場由執照持有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伴隨着澳門博彩業的快速
發展，該兩個賭場一直為本集團帶來穩固的收入。為挽留優質客戶及吸引潛在客
戶，本集團加強其會員計劃並向會員提供一系列的激勵措施以增加彼等在賭場的
消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賭場收益（包括博彩收益及賭場內之食物及
飲料銷售）為17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3,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增長38%。賭場收益佔總營業額70%（二零零九年：7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兩個中場、兩間獨立經營貴賓廳及兩間角子機
廳分別有65張台、8張台及206台角子機。透過該等設備齊全之娛樂設施，本集團
可持續受益於澳門市場之穩定收益來源。

上市證券買賣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全球股市一直停滯不前。因此，於回顧期內，證券交易市值
錄得重估虧損約8,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重估收益76,000,000港元）。於報告
期未，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價值約145,000,000港元。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指客人用品、向客戶提供住宿及餐飲服務所用之食品及飲料。於回
顧期內，銷售成本由約6,000,000港元增加至約7,800,000港元。銷售成本增加乃由
於酒店業務之改善。

經營成本
經營成本主要指工資及其他酒店業務之經營費用，以及同博彩業務之佣金開支。
於回顧期內，經營成本由80,000,000港元增至112,000,000港元。經營成本增加主
要由於業務改善及轉碼佣金率上升，以提高博彩業務競爭力。結果，收入相應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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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內，行政開支由約74,000,000港元增至80,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根據
授予若干顧問之購股權而向彼等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增加。其他開支項目受到嚴
格控制監管。

未來業務前景
雖然本集團透過推行完善的會員計劃，同時繼續進行多項巿場及推廣活動。客戶
在使用本集團提供的賭場套票優惠時，亦可享用賭場內其他印象深刻之服務。鑑
於在該計劃的會員基礎持續擴大，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該計劃以吸引新客戶。

已翻新之客房需求旺盛，本集團將繼續於該領域投資，以把握增加收入之機會。
本集團亦將進一步加強與旅行社之關係，並提供優惠及與商業合作夥伴聯合促銷
以擴大入宿該兩間酒店之客戶範圍。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名顧問行使其購股權認購本公司
16,000,000股新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認股權證之若干登記持有人認購本
公司1,435,680,377股新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約為
3,747,000,000港元及1,459,000,000港元。同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1,242,000,000港元，流動比率為37.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淨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減
銀行及現金結餘除以資產淨值計算。由於本集團持有淨現金，因此並無呈列淨資
本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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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酒店收益大部份以澳門幣（「澳門幣」）列值，而因澳門幣之匯率較為
穩定，所面對的匯率風險將甚微。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700名僱員。僱員待遇、晉升機會
及薪酬調整乃根據彼等之工作表現、工作與專業經驗及現行市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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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41,993 171,227
銷售成本  (7,798) (5,968)
經營成本  (112,021) (80,486)

毛利  122,174 84,773

其他收入  8,185 3,046
交易證券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7,544) 76,342
行政支出  (80,013) (74,093)
員工成本 4 (26,472) (14,694)

除稅前溢利 5 16,330 75,374
稅項 6 – –

期內全面收入及溢利總額  16,330 75,374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663 75,361
 非控股權益  1,667 13

  16,330 75,3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 8
 －基本  0.16仙 1.01仙

 －攤薄  0.15仙 1.01仙

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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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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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287,015 2,305,632

 遞延稅項資產  5,575 5,575

 酒店翻新之訂金  – 4,121

  2,292,590 2,315,32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930 2,105

 可供出售投資 11 4,047 4,047

 交易證券  145,065 152,609

 應收貸款 12 56,103 76,75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 50,340 50,26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41,708 651,630

  1,499,193 93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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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 40,153 44,218

 借貸 15 – 597

  40,153 44,815

流動資產淨值  1,459,040 892,588

資產淨值  3,751,630 3,207,9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103,194 88,678

 儲備  3,644,229 3,116,6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747,423 3,205,376

非控股權益  4,207 2,540

權益總額  3,751,630 3,2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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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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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以股份為
  資本 股份 基礎支付  物業 投資 外匯   非控股
 股本 贖回儲備 溢價賑 之儲備 繳納盈餘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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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73,863 274 1,650,305 8,512 814 716,344 1,372 235 370,674 2,822,393 2,568 2,824,96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75,361 75,361 13 75,374

按土地與樓宇重估金額
 折舊時變現 – – – – – (8,668) – – 8,668 – – –

發行股份 14,770 – 250,662 – – – – – – 265,432 – 265,432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 – – – 6,977 – – – – – 6,977 – 6,977

沒收購股權 – – – (40) – – – – 40 – – –

派付股息 – – – – – – – – (73,863) (73,863) – (73,86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8,633 274 1,900,967 15,449 814 707,676 1,372 235 380,880 3,096,300 2,581 3,09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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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以股份為
  資本 股份 基礎支付  物業 投資 外匯   非控股
 股本 贖回儲備 溢價賑 之儲備 繳納盈餘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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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原報表數 88,678 274 1,902,253 13,172 814 642,569 1,740 235 551,151 3,200,886 2,540 3,203,426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之修訂的影響 – – – – – 2,819 – – 1,671 4,490 – 4,490

重列 88,678 274 1,902,253 13,172 814 645,388 1,740 235 552,822 3,205,376 2,540 3,207,91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14,663 14,663 1,667 16,330

按土地與樓宇重估金額
 折舊時變現 – – – – – (8,116) – – 8,116 – – –

根據購股權計劃而發行股份 160 – 3,036 (700) – – – – – 2,496 – 2,496

通過認購認股權證
 發行之股份 14,356 – 488,131 – – – – – – 502,487 – 502,487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 – – – 22,401 – – – – – 22,401 – 22,401

沒收購股權 – – – (35) – – – – 35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3,194 274 2,393,420 34,838 814 637,272 1,740 235 575,636 3,747,423 4,207 3,75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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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85,002 64,924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90 (2,21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04,983 191,5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590,675 254,27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51,033 402,64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1,708 656,92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定期存款 1,182,334 567,557

 存入證券公司開設之
  證券賬戶之現金 990 46,547

 銀行及手頭現金 58,384 46,49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41,708 660,599

 銀行透支 – (3,67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現金
  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1,708 65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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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
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中期報告「公司資
料」一節披露。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於附註3載述。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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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並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獲得董事局批准。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公平價
值或重估值（視乎情況所需）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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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此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須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採納以下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
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
  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制
及呈列方式並無構成重大影響，惟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租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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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的一
部分，刪除其中具體規定土地租賃應歸類為經營租賃，除非土地所有權預計在租
期結束時轉讓。新修訂提供了新的指導，指示公司應該按照載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標準，用判斷來決定該租賃是否轉移了與土地所有權有關的重大風險和回
報。公司應於修訂採納日，按融資租賃訂立時之資料，重新評估未到期租賃土地
的分類。

於採納該修訂時，本集團已重新評估現有的土地租賃安排，儘管在租賃期完結
時，業權不會轉讓至本集團，本集團仍認為這種安排已將其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
份風險和回報轉嫁予本集團。因此，本集團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已重新分類
至物業、廠房及設備。在該修訂前，該等租賃以歷史成本列賬，並以租賃期作攤
銷。由於該等租賃被重新分類至物業、廠房及設備，該等租賃以估值入賬並按未
屆滿租賃期折舊。重估該等租賃所產生的變動一般會撥入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並
於物業重估儲備之權益中獨立累計。本集團已追溯應用該修訂。

採納上述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對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影響
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增加 9,128 7,81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減少 (9,471) (7,814)

期內溢利增加 343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增加 –仙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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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採納上述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如下：

  採納香港
  會計準則
 過往 第17號之
 會計政策 修訂的影響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9,405 736,227 2,305,632
預付租賃款項
－即期 21,306 (21,306) –
－非即期 710,431 (710,431) –

 2,301,142 4,490 2,305,632

物業重估儲備 642,569 2,819 645,388
保留盈利 551,151 1,671 552,822

 1,193,720 4,490 1,198,21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59,917 727,098 2,287,015
預付租賃款項
－即期 19,100 (19,100) –
－非即期 703,165 (703,165) –

 2,282,182 4,833 2,287,015

物業重估儲備 634,511 2,761 637,272
保留盈利 573,564 2,072 575,636

 1,208,075 4,833 1,21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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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事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
 　披露資料的有限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1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3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為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引入新規定，並將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並允許提前採用。該準則規定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將以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
量。尤其是債權投資 (i)在以取得合約現金流量為目標之業務模式而持有；及 (ii)有
合約現金流量僅用以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之利息一般以攤銷成本計量。所有
其他債權投資及股權投資均以公平值計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影響
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財務
表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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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為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個呈報業
務分類：

(a) 酒店擁有及管理分類為經營酒店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b) 食物及飲料分類為經營酒店內之餐廳。

(c) 賭場分類為經營酒店內之賭場。

(d) 證券投資分類為買賣上市證券。

並無匯總各業務分類以形成上述呈報業務分類。

管理層分別監控各業務單位之經營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決
策。分類表現乃根據衡量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進行評
估。利息收入及支出不會計入經管理層審閱的各業務分類之業績內。除下述者
外，提供予管理層之其他資料之計量方法與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分類間之收益乃按與公平交易所適用之相若條款進行。向管理層報告之外部客戶
收益之計量基準與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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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向本集團管理層提供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業務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擁有及 食物及   呈報分類
 管理酒店 飲料 賭場 證券投資 總計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 55,519 16,304 170,170 – 241,993 – 241,993

　分類間 15,441 – – – 15,441 (15,441) –

收益總額 70,960 16,304 170,170 – 257,434 (15,441) 241,993

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44,027 (2,375) 63,415 965 106,032 – 106,032

其他收入       1,478

利息收入       5,742

公司營運開支       (15,245)

折舊       (49,984)

授出購股權之相關支出       (22,40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減值虧損       (1,748)

交易證券之公平值虧損       (7,544)

除稅前溢利       1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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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重列）

 擁有及 食物及   呈報分類
 管理酒店 飲料 賭場 證券投資 總計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客戶 32,338 15,555 123,334 – 171,227 – 171,227

　分類間 12,000 – – – 12,000 (12,000) –

收益總額 44,338 15,555 123,334 – 183,227 (12,000) 171,227

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0,869 (3,152) 53,438 654 71,809 – 71,809

其他收入       504

利息收入       1,957

公司營運開支       (16,008)

折舊       (52,253)

授出購股權之相關支出       (6,977)

交易證券之公平值收益       76,342

除稅前溢利       7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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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業務分類
之分類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擁有及 食物及
 管理酒店 飲料 賭場 證券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717,450 468,058 839,988 146,057 3,171,553

未分配公司資產     554,505

應收貸款     56,103

遞延稅項資產     5,575

可供出售投資     4,047

     3,791,78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重列）

 擁有及 食物及
 管理酒店 飲料 賭場 證券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613,676 559,384 746,756 155,649 3,075,465

未分配公司資產     90,893

應收貸款     76,751

遞延稅項資產     5,575

可供出售投資     4,047

     3,25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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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員工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41,822 42,28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98 104

 －有關授出購股權之權益交收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12,601 480

 54,521 42,870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所示員工成本金額 26,472 14,694

列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經營成本之員工成本 28,049 28,176

 54,521 42,870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後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748 –

折舊  49,984 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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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該期間提撥香港利得稅準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由於期內在澳門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澳門所得
補充稅準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並無股息支付（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1港仙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支付）  – 73,863

董事局建議不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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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0.16 1.01

每股攤薄盈利 0.15 1.01

(a) 每股基本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採用之盈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14,663 75,361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採用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47,720,307 7,451,60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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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採用之盈利與上文所述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者相同。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採用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採用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047,720,307 7,451,605,591

被視作以零代價
 就下列發行之股份：
  －購股權 353,876,899 –

  －認股權證 268,582,174 –

 9,670,179,380 7,451,605,591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期內普通股平均市價並無超過購
股權及認股權證之行使價，故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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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購入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達31,36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863,000港元）。

10.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食物及飲料 1,930 2,105

11.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基金，公平值 4,047 4,047

可供出售投資以美元計值，該投資並無公開市場。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已
於投資重估儲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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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56,103 76,751

應收貸款指向一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放貸。該貸款由借款人全部股份及借款人於
其附屬公司全部股權之法定押記，以及借款人一名董事及借款人附屬公司另一
股權擁有人之董事簽立之個人擔保作抵押。於回顧期內，已償還本金及利息約
24,059,000港元。本集團已准許借款人於較後日期償還未償還本金，以換取前期收
取利息，並進一步評估借款人提出之替代建議。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41,566 42,519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8,774 7,742

 50,340 5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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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平均30日信貸期。於報告期末其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2,609 29,406

31至60日 17,588 12,597

61至90日 2,068 967

90日以上 17,053 15,554

 59,318 58,524

呆賬撥備 (17,752) (16,005)

 41,566 42,519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2,079 13,47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8,074 30,746

 40,153 4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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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037 8,138

31至60日 2,990 3,628

61至90日 29 1,567

90日以上 23 139

 12,079 13,472

15. 借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 –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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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8,867,766,956 88,678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股份 16,000,000 160

因行使認股權證而發行股份 1,435,680,377 14,35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319,447,333 103,194

17. 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撥備 – 4,763

 －已授權但未訂約 – 14,520

 – 1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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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經營租賃承擔
(a)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向租戶租賃其若干土地及樓宇，租期為一年，租金
每月定額分期支付。租賃協議可於各自租期屆滿時重續。本集團並無就或然
租金付款作出安排。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回經營租賃日後應收最低租金
總額於下列期間到期：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68 868

一年後但五年內 – 33

 468 901

(b) 本集團已與業主訂立不可撤回經營租賃安排，租期介乎一年至兩年不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回經營租賃日後應付最低租金
總額於下列期間到期：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514 8,512

一年後但五年內 76 1,378

 6,590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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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
本公司為合資格員工、顧問及本公司董事設有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根據該計劃已授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就已行使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之購股權
參與者姓名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之本公司
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結餘 股份價格

董事：
王顯碩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至 0.156港元 10,000,000 – – – 10,000,000 –

  六月三日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至 0.411港元 – 78,788,000 – – 78,788,000 –

  二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李月華博士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至 0.411港元 – 12,160,000 – – 12,160,000 –

  二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顧問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至 0.156港元 148,475,545 – (16,000,000) – 132,475,545 0.385港元
  六月三日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至 0.215港元 443,166,190 – – – 443,166,190 –

  八月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至 0.411港元 – 321,218,000 – – 321,218,000 –

  二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員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至 0.156港元 6,000,000 – – (2,400,000) 3,600,000 –

  六月三日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至 0.411港元 – 31,000,000 – – 31,000,000 –

  二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607,641,735 443,166,000 (16,000,000) (2,400,000) 1,032,40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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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續）

向董事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向董事所授出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為每份購股權0.1225港
元。公平值乃按三項式定價模式計算。有關計算模式之數據如下：

加權平均股價 0.414港元
行使價 0.411港元
預期波幅 82.629%

預期年期 1年
無風險利率 0.255厘
預期股息率 2.414%

並無向董事授出歸屬期。授予董事之購股權之公平值確認為員工成本，而權益中
之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儲備亦會於授出日期相應增加。

向員工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向員工所授出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為每份購股權0.1422港
元。公平值乃按三項式定價模式計算。有關計算模式之數據如下：

加權平均股價 0.414港元
行使價 0.411港元
預期波幅 73.33%至82.63%

預期年期 0.496至2.918年
無風險利率 0.210厘至0.976厘
預期股息率 2.405%至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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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續）

向員工授出之購股權（續）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授予員工之購股權須受下列歸屬期限規限：

 可行使購股權
歸屬期限 之最大數目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 15%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30%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 45%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60%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0%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100%

授予員工之購股權之公平值確認為員工成本，而權益中之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儲
備亦會於有關歸屬期間相應增加。

向董事及員工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所授出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為每份購股權0.0437港元。
公平值乃按三項式定價模式計算。有關計算模式之數據如下：

加權平均股價 0.153港元
行使價 0.156港元
預期波幅 66.83%

預期年期 1.5年
無風險利率 0.911厘
預期股息率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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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續）

向董事及員工授出之購股權（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授予員工之購股權須受下列歸屬期限規限：

 可行使購股權
歸屬期限 之最大數目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 20%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35%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 50%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65%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 80%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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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續）

向顧問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向顧問授出之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為6,15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授予甲組及乙組顧問之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分別為
8,610,000港元及3,690,000港元。並無向甲組顧問授出歸屬期，而授予乙組顧問之
購股權須受下列歸屬期限規限：

 可行使購股權
歸屬期限 之最大數目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 15%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30%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 45%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60%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0%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100%

公平值乃使用市場法估計，並已參考市場類似性質之其他服務之協定價格。在評
估購股權之過程中，已計及顧問所提供服務之獨特性。顧問費乃按提供顧問服務
之工作時數及應收顧問費連同暫墊費用計算。

授予顧問之購股權之公平值於損益中確認，而權益中之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儲備
亦會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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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續）
由於三項式訂價模式及市場法須作出大量假設，包括股價波幅，故主觀假設變動
對公平值估計可能造成重大影響。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就其授出之購股權確認以股份為基
礎支付之開支為22,40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977,000

港元）。

20. 關連方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包括向本公司董事支付之款項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4,128 4,200

離職後福利 12 12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11,137 438

 15,277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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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連方交易（續）

(b) 期內，本集團曾進行下列重大關連方及關連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連方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利豐證券有限 配售佣金及有關開支 – 6,831

  公司（附註1）  （附註2）

 有關證券買賣之經紀佣金 14 30

  （附註2）

 利息收入（附註3） – 178

李月華博士 員工宿舍租金開支 447 447

附註：

1.  董事李月華博士擁有上述公司之控制權益。

2.  配售佣金按2.5%計算，經紀佣金則按0.25%計算。

3.  利息收入按年利率0.001厘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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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
九年：無）。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或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
條文規定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記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份數目 本公司相關  概約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數目 總數 股權百分比

李月華博士 – 3,794,539,791  12,160,000 3,806,699,791 36.89%
  （附註1） （附註2）

朱沃裕先生 – 3,794,539,791  12,160,000 3,806,699,791 36.89%
  （附註1） （附註2）

王顯碩先生 – – 88,788,000 88,788,000 0.86%
   （附註3）

附註：

(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3,794,539,791股股份當中，3,762,472,788股股份乃由Sure Expert 
Limited持有、31,879,998股股份由金利豐融資有限公司持有，而187,005股股份則由金利豐證券有
限公司持有，該等公司均由李月華博士（「李博士」）控制。李博士之丈夫朱沃裕先生（「朱先生」）被
視為於該3,794,539,79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李博士個人持有12,160,000份賦予權利認購12,160,000股股份之購股
權。朱先生被視為於李博士持有之12,160,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王顯碩先生個人持有88,788,000份賦予權利認購88,788,000股股份之購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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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股份之好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其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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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必須記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及債券之權利
除「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可藉購入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而獲益；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或
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並無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期內行使
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存置之主要
股東登記冊顯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有關權益及淡
倉：

 本公司股份數目 本公司相關
股東名稱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數目 總數 股權百分比

Sure Expert Limited – 3,762,472,788  – 3,762,472,788 36.46%
 （附註1）  （附註1）

Choose Right Limited – 811,500,000  – 811,500,000 7.86%

附註：

(1) Sure Expert Limited由李博士全資擁有。李博士及Sure Expert Limited於本公司之權益載於上文「董
事及行政總裁於證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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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中之任何其他有關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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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全部守則條
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在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各項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原則及政策是否合適及有
否貫徹引用，並就有關判斷事宜、會計估計、足夠披露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告之內部一致等問題進行磋商。

承董事局命
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沃裕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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