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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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N XIN HOLDINGS LIMITED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

2010年度中期業績公布

財務摘要

‧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3億元，上升19.2%

‧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28.29仙，上升19.2%

‧ 總資產及股東權益分別下跌4.2%及1.3%至港幣29.1億元及港幣25.1億元，主要由於華能

股份市值下跌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0年6月

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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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2,817 57,252

收入總額 2 49,647 43,371

其他收益 — 淨額 3 6,071 3,471

營業收入總額 55,718 46,842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佣金費用 (21,722) (28,219)

員工成本 (14,346) (14,250)

折舊 (692) (1,15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28)

其他營業開支 (11,958) (9,774)

營業開支總額 (48,718) (53,421)

營業溢利／（虧損） 4 7,000 (6,579)

融資成本 5 (613) (1,65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17,528 115,5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 11,449 1,735

除稅前溢利 135,364 109,098

所得稅支出 7 (5,403) (97)

本期溢利 129,961 109,001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8 28.29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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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129,961 109,001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在權益賬（扣除）／記賬的公平值變動 (147,752) 75,85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變動

在權益賬（扣除）／記賬的公平值變動 (14,481) 60,685

出售 3,515 247

遞延稅項 (1,467) (16,432)

(160,185) 120,352

租賃樓房重估儲備金

租賃樓房轉撥投資物業產生的未變現重估盈餘 — 51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

的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6,316 (3,905)

攤佔一家聯營公司出售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撥回的外匯折算儲備金 (6,396) —

9,920 (3,905)

經扣除稅項後的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150,265) 116,498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0,304) 22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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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0年6月30日結算

未經審核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0 2009
（重列）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2,231 22,892
投資物業 104,413 98,281
共同控制實體 1,480,274 1,367,863
聯營公司 10,816 44,73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08,888 656,6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453 658

2,127,075 2,191,069

流動資產
供出售發展中物業 510,868 432,653
遞延取得成本 17,730 18,346
保險應收款 10 15,229 14,207
再保險資產 4,108 4,536
應收股息 17,732 —
其他應收賬款 1,013 1,879
預付款及按金 6,937 3,80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 2,289 2,605
現金及銀行結存 205,285 365,340

781,191 843,367

流動負債
保險合約 72,043 74,266
保險應付款 11 8,518 7,56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8,629 45,217
出售供出售發展中物業已收按金 23,520 —
已收按金 — 125,172
銀行貸款 86,484 109,710
應付本期稅項 2,231 358
應付股息 13,783 —

265,208 362,285

流動資產淨值 515,983 481,0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43,058 2,67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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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0 2009

（重列）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5,279 113,55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836 10,570

129,115 124,121

資產淨值 2,513,943 2,548,030

股本 459,429 459,429

其他儲備金 1,637,558 1,728,894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 13,783

其他 416,956 345,9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513,943 2,548,030

註釋

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2009年年報一併閱讀。

除下述者外，編制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2009年年報所採
用的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必須於2010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應用，並與本
集團業務相關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規定，若一家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
變動不對控股權帶來影響，便須於權益入賬，且不確認商譽或收益／虧損。該經修訂準則
亦訂明於控股權失去時，於該附屬公司之任何餘下權益需重新以公平值計量，相關收益或
虧損於損益表中確認。該經修訂準則亦使「少數股東權益」改稱為「非控股權益」。採納此準
則對本集團不會構成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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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提出多項改變，包括規定如業務合併分階段
進行，則之前所持有被收購方的權益應按在取得控股權時以收購日的公平值重新計量，任
何所得的收益或虧損則於損益表確認。購買業務的所有付款乃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入賬，
而分類為負債之或然付款其後於損益表重新計量（而非調整商譽）。與收購相關的成本將即
時支銷，不再資本化為收購成本的部份。該經修訂準則亦引入按公平值計量非控股權益的
選擇。採納此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不會構成任何財務影響。

— 2009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包括對現有準則的進一步修訂，這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租賃」的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規定如物業租賃將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
和回報轉移，則其土地部份須分類為融資租賃而非營業租賃。此修訂本生效前，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訂明除非土地所有權預期於租期結束時轉移到承租人，否則物業租賃的土地部
份一般應分類為營業租賃。採納該修訂本後，本集團已對其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租賃進行
評估。由於本集團所持土地的最低租金（即成交價）的現值大致相等於土地（猶如為永久業
權）的公平值，本集團物業租賃的土地部份已從營業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並按成本減累
計折舊列賬。有關修訂已按訂立租約時存在的資料追溯應用於在採納修訂之日之未到期的
租約。有關修訂不適用於本集團在過往年度已出售的租賃土地。採納此修訂本對本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如下：

6月30日 12月31日 1月1日
2010 2009 2009

上升／（下跌） 上升／（下跌） 上升／（下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184 17,345 17,748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7,184) (17,345) (17,748)

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326,144) (324,882) (328,440)
供出售發展中物業 326,144 324,882 328,440

截至本業績公布刊發日，本集團沒有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的多項於截至2010年12月
31日止會計年度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

本集團正評估這些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首次採納期間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相信採納
這些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應該不會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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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期內入賬的主要類別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毛保費收入 31,883 45,238
保險經紀佣金收入 289 356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3,269 3,42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17,316 8,174
管理費 60 60

52,817 57,252

未滿期保費變動 191 (9,494)

再保費分出及再保險人應佔未滿期保費變動 (3,700) (5,697)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73 1,044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股息收入 35 83
其他 31 183

339 1,310

收入總額 49,647 43,371

本集團按向包括常務董事會及行政總裁之主要營運決策人就策略性決策、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之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的基礎下確定須呈報的分部資料。

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之資料，乃按企業實體、持有之投資及投資對象而分類。對於企業實體
及持有之投資，評估營運表現和資源分配是以個別企業實體的經營業務及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為
基礎。對於投資對象，本集團按個別投資對象評估其營運表現。

本集團有下列須呈報分部：

— 銀行投資：包括本集團持有36.75%權益的廈門國際銀行集團，其於中國內地及澳門經營銀
行業務。

— 保險：包括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的一般保險業務及於香港的保險經紀業務。

— 物業發展及投資：包括於中國內地發展及銷售住宅物業以及出租優質寫字樓。

— 策略投資：本集團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華能」）的7,200萬股A股的投資。

— 其他：包括沒有直接確定為其他呈報分部（主要為中國內地的工業儀表生產及收費公路投
資）及總部業務項下的營運業績。總部的業務可提供獨立財務資料，因此總部亦被視為一
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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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在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的資源時，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按下列基準監控各呈報分部的
業績、資產及負債：

可直接確定為各個別分部之源自客戶、產品及服務的收入將直接呈報於有關分部。不同分部的
所有直接開支將歸類於有關的分部分類。不能合理地分配至其他分部、產品及服務之總部活動
開支如間接開支及支援部門開支呈列於總部項下。分部間之交易乃依據授予第三者或與第三者
交易之同類條款定價。分部間之收入或支出於綜合賬內抵銷。呈報分部溢利以「本期溢利」計量，
即企業實體的除稅後溢利、持有投資產生的淨收入及應佔投資對象的業績。

分部資產包括企業實體持有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持有投資的賬面淨值及應佔投
資對象的資產淨值及給予投資對象的貸款。分部負債包括保險責任、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歸
屬於個別分部的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以及分部直接管理或與該分部直接相關的銀行貸款。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股息於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時列為未分配負債。

銀行投資 保險 物業發展及投資 策略投資 其他 分部抵銷 綜合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營業額
外界客戶 — — 33,785 47,401 1,716 1,677 17,316 8,174 — — — — 52,817 57,252
跨分部 — — — — — — — — 1,472 1,467 (1,472) (1,467) — —

— — 33,785 47,401 1,716 1,677 17,316 8,174 1,472 1,467 (1,472) (1,467) 52,817 57,252

未滿期保費淨額變動及再保費分出 — — (3,509) (15,191) — — — — — — — — (3,509) (15,191)
其他收入 — — 154 535 40 36 — — 145 739 — — 339 1,310

收入總額 — — 30,430 32,745 1,756 1,713 17,316 8,174 1,617 2,206 (1,472) (1,467) 49,647 43,371
其他收益 — 淨額 — — 540 3,652 5,263 (61) 105 — 163 (120) — — 6,071 3,471

營業收入總額 — — 30,970 36,397 7,019 1,652 17,421 8,174 1,780 2,086 (1,472) (1,467) 55,718 46,842
營業開支總額 — — (28,469) (35,418) (6,828) (3,314) — — (14,893) (16,156) 1,472 1,467 (48,718) (53,421)

營業溢利／（虧損） — — 2,501 979 191 (1,662) 17,421 8,174 (13,113) (14,070) — — 7,000 (6,579)
融資成本 — — — — (326) (1,631) — — (287) (25) — — (613) (1,65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16,381 111,752 — — — — — — 1,147 3,846 — — 117,528 115,5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 — — — 11,449 1,735 — — 11,449 1,73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6,381 111,752 2,501 979 (135) (3,293) 17,421 8,174 (804) (8,514) — — 135,364 109,098
所得稅（支出）／記賬 — — (362) (54) (3,046) 1 (1,731) — (264) (44) — — (5,403) (97)

本期溢利／（虧損） 116,381 111,752 2,139 925 (3,181) (3,292) 15,690 8,174 (1,068) (8,558) — — 129,961 109,00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 96 508 40 36 — — 137 500 — — 273 1,044
本期折舊 — — 121 141 133 550 — — 438 459 — — 692 1,15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 — — 28 — —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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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投資 保險 物業發展及投資 策略投資 其他 綜合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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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0日及2009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 158,813 157,668 643,226 598,621 526,321 656,640 88,816 208,909 1,417,176 1,621,838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1,436,717 1,320,848 — — — — — — 43,557 47,015 1,480,274 1,367,863

投資聯營公司 — — — — — — — — 10,816 44,735 10,816 44,735

資產總值 1,436,717 1,320,848 158,813 157,668 643,226 598,621 526,321 656,640 143,189 300,659 2,908,266 3,034,436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 84,900 85,894 257,218 266,657 1,743 — 36,679 133,855 380,540 486,406

未分配負債

應付股息 13,783 —

負債總值 — — 84,900 85,894 257,218 266,657 1,743 — 36,679 133,855 394,323 486,406

本期資本開支 — — 6 156 21 10 — — 6 156 33 322

(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源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機器及設備、投資物業及投資
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的資料。客戶所在地區按其提供服務或
貨物送達所在地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的劃分，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按資產
實際所在地劃分，投資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則以營運所在地劃分。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綜合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外界客戶收入 26,886 39,550 19,037 9,858 6,894 7,844 52,817 57,252

於2010年6月30日及
2009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73,587 73,292 52,959 47,769 98 112 126,644 121,173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 — 1,480,274 1,367,863 — — 1,480,274 1,367,863
投資聯營公司 — — 10,816 44,735 — — 10,816 44,735

指定非流動資產 73,587 73,292 1,544,049 1,460,367 98 112 1,617,734 1,53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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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 — 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上市股權證券
公平值（虧損）／收益 (316) 206

投資物業重估公平值收益 6,132 3,28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55 (20)

6,071 3,471

4 營業溢利／（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溢利／（虧損）已計入並扣除下列各項：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255 —
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租金，扣除直接費用 2,817 2,960

扣除
匯兌虧損淨額 — 20
折舊 692 1,15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7 6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28
房地產之營業租約租金 463 617
管理費 940 940
退休福利成本 382 364

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6,100 1,656
一主要股東的短期墊款利息支出 80 —
利息收入 (a) (530) —

5,650 1,656
減：資本化為供出售發展中物業的款項 (5,037) —

613 1,656

(a) 有關金額為存放未使用特定貸款作短期銀行存款而產生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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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本集團攤佔香港鏗鏘有限公司出售馬鞍山
環通公路發展有限公司之全部70%股權的收益淨額約港幣1,069萬元。

7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5%（2009年：16.5%）提撥準備。中國內地及澳
門盈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中國內地及澳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簡明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45 151
中國內地稅項 1,731 —
澳門稅項 55 160

1,931 311

往年度準備過少
澳門稅項 1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3,471 662
確認未使用的稅損 — (876)

3,471 (214)

所得稅支出 5,403 97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2,996.1萬元
（2009年：港幣10,900.1萬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59,428,656（2009年：459,428,656）
股計算。

本集團期內及過往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於披露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派發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0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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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險應收款

保險應收款大部份之信貸期限一般由90天至120天不等。保險應收款之信貸條款（包括是否需要
由第三者出具擔保）由高級管理人員決定。

於2010年6月30日，保險應收款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4,602 3,355
31至60日 3,591 3,666
61至90日 3,013 3,311
超過90日 4,023 3,875

15,229 14,207

11 保險應付款

於2010年6月30日，保險應付款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0 200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1,723 3,533
31至60日 1,290 1,404
61至90日 1,264 1,019
超過90日 4,241 1,606

8,518 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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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雖然環球經濟普遍出現企穩回升態勢，但美國失業率高企及消費疲弱，

歐洲接連發生主權債務危機，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受宏觀調控的影響，其他新興經濟體經濟增

長勢頭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復甦道路依然艱辛。

經營業績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未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港幣12,996萬元，比較二

零零九年同期上升19.2%。每股基本盈利港幣28.29仙。

期內本集團的一家間接聯營公司出售持有之中國內地的公路投資項目公司股權錄得可觀收益，

本集團因此攤佔該收益約港幣1,069萬元，加上來自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華能」）的

股息收入同比增加港幣915萬元，本集團實現未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比二零零九年

同期增加港幣2,096萬元。

銀行業務

本集團透過持有36.75%權益的廈門國際銀行集團在中國內地及澳門經營銀行業務。期內本集

團的銀行業務錄得稅後利潤港幣11,638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4.1%。

回顧期內，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要求編制的廈門國際銀行集團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未經審核綜

合淨利潤人民幣27,358萬元，比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綜合淨利潤人民幣26,008萬元上升5.2%，

主要得益於期內利息淨收入的增長。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廈門國際銀行集團的總資產比二零零九年底增長約11.1%，達人民幣

520.8億元；客戶貸款及客戶存款分別為人民幣366.2億元及人民幣449.3億元，分別比二零零

九年底上升約28%及7.2%。利息淨收入比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19.9%，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亦

比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41.6%。

展望下半年，宏觀經濟仍面臨不確定性，相信寬鬆政策基調不變。廈門國際銀行集團將密切

注意跟蹤經濟及政策的變化，繼續以存款為重點促進業務發展，積極優化存貸結構，提升中

間業務和資金營運的創造能力，強化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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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保險有限公司（「閩信保險」）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度錄得稅後利潤港幣

210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了106.3%。

稅後利潤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自二零零九年下半年起收緊了承保標準，以致承保業績得到

改善。目前管理層正努力不懈地於市場上尋找有利潤的業務增長機會。

物業發展及投資

本集團的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主要包括中國內地的房地產開發業務及出租若干投資物業。二

零一零年上半年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錄得稅後虧損港幣318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港幣

11萬元。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蘇州）置業發展有限公司（「閩信蘇州」）由於開始預售增加廣告費支

出人民幣371萬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錄得虧損人民幣534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人民

幣311萬元。期內，閩信蘇州將建築貸款利息支出人民幣428萬元資本化為供出售發展中物業。

本集團於期內已全數償還成立閩信蘇州的銀行融資餘額港幣5,400萬元；由於貸款本金減少，

期內利息支出港幣25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同期的利息支出減少港幣139萬元。

回顧期內，中央政府為加大對投資性及投機性購房等地產交易行為的調控力度，陸續出台房

地產市場調控措施，調控效果已初步顯現，過去房價上升較快的城市近月的成交量下滑的趨

勢明顯。閩信蘇州經營的蘇州市房地產開發業務（「蘇州項目」）於期內辦妥部份商品房的預售

證，已預售合同面積約3,543平方米。面對市場變化和調整，本集團將採取有效的銷售策略，

力爭較好的市場競爭力，從而將調控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

本集團持有位於福建省福州市的投資物業及車位（「福州物業」）除了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

收入外，長遠而言可以令資本不斷增值，亦能夠在長期融資時充當優質抵押品。福州物業二

零一零年上半年錄得租金收入人民幣156萬元，與二零零九年同期持平。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福州物業的公平值人民幣4,355萬元，比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943萬元，

上升10.4%，因此期內錄得公平值收益港幣526萬元，二零零九年同期為公平值虧損港幣6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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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華能股份」）

由於中央政府不斷推出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二零一零年六月底上證綜合指數比二零零九年底

下跌超過800點，華能A股收市競買價亦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每股人民幣8元下跌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人民幣6.13元。本集團根據華能A股收市競買價評估的7,200

萬股華能股份之公平值約人民幣44,136萬元（相等於約港幣50,889萬元），比二零零九年底減少

約人民幣13,464萬元（相等於約港幣14,775萬元）。華能股份作為本集團長期持有的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其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約港幣14,775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平值收

益約港幣9,084萬元）已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在股東權益的投資重估儲備金內分開累計。

期內華能派發二零零九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1元，本集團錄得股息收入港幣1,732萬元，

二零零九年則收取二零零八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元，錄得股息收入港幣817萬元。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華能公布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業績，營

業收入及營業成本分別比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37.3%及41.4%，權益持有人淨利潤比二零零九

年同期增長2.7%，錄得每股收益人民幣0.17元，二零零九年同期為每股人民幣0.16元。

高新技術項目

本集團所投資的閩信昌暉投資有限公司（「閩信昌暉」），其各附屬公司於國內生產工業用數字

儀表及電能計量儀表。由於其部份產品的招投標機制改變，閩信昌暉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稅

後利潤與去年同期的高基數相比下跌。閩信昌暉將於下半年努力改善工業用儀表的研發和銷

售，同時尋找市場新契機，以奠定閩信昌暉長遠發展的基石。

財務回顧

每股資產淨值

一如以往，本集團始終堅持審慎理財原則，以保持健康的財務狀況水準。按已發行股本

459,428,656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9,428,656股）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資產淨值港幣5.47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55元）。

總負債佔權益比率及流動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負債為港幣39,432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48,641萬元），總負債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的0.16（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19）。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港幣78,119萬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4,337萬元）及港幣26,521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6,229萬元），流動比率為2.9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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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港幣20,176萬元。如按到期日分類，

須在一年內償還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為港幣8,648萬元(42.9%)，在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為港幣

11,528萬元(57.1%)。若按幣值分類，人民幣未償還銀行貸款為港幣17,176萬元(85.1%)及港元

未償還銀行貸款為港幣3,000萬元(14.9%)。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均以浮動利率計息。此外，本集

團尚未提取的循環貸款額度及透支額度合計港幣3,000萬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上述銀行貸款以本集團持有的賬面值約港幣34,544萬元的若干物

業及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

本集團於期內已全數償還銀行貸款餘額港幣5,400萬元。有關的若干賬面值約港幣5,021萬元的

物業抵押品及閩信蘇州的股權抵押正在辦理解押手續，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完成。

除此以外，本集團其他資產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均無抵押。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資產淨值）仍維持在相對較低水

準，只有8%（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

現金狀況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附有當時市場利率之利息。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

總額為港幣20,527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6,533萬元），其中港幣存款佔

52.8%，人民幣存款佔44.5%及其他貨幣存款佔2.7%（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存款

佔28.7%，人民幣存款佔69.8%及其他貨幣存款佔1.5%）。

根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之規定，受其監管的一家附屬公司需經常將為數不少於港幣1,600萬元

之資金撥為銀行存款。該附屬公司亦維持約澳門幣493萬元（等值約港幣479萬元）之銀行存款

以符合澳門《保險活動管制法例》之若干規定。

根據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為購買其中國內地物業的若干買家取得按揭貸款而向若干銀行出

具的擔保，該附屬公司將為數約人民幣14萬元（等值約港幣16萬元）的資金存放於特定銀行賬

戶，作為該些物業買家潛在拖欠按揭貸款的保證金。有關保證金只有在物業買家將其取得的

「物業權證」抵押予有關銀行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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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收支項目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由於人民幣兌港幣匯率比

二零零九年底輕微上升，本集團持有的人民幣淨貨幣令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錄得賬面

匯兌收益約港幣26萬元（二零零九年：匯兌虧損約港幣2萬元）。除此以外，本集團預期不會面

對重大的外匯匯率波動風險。

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房地產開發業務總承擔額為人民幣7,441萬元，等值約港

幣8,579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91萬元，等值約港幣10,250萬元），有關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總額約港幣20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0萬

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為購買其中國內地物業的若干買家取得按

揭貸款而向若干銀行出具擔保。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給予該些銀行之最高擔保額達港

幣523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根據擔保條款，倘該些買家拖欠按揭還款，該附屬公司有責任向相關銀行清償該些買家的未

償還按揭本金及應計利息以及罰款，而該附屬公司有權收回有關物業的法定業權及所有權。

擔保期限由提供按揭貸款當日起至物業買家將其取得的「物業權證」抵押予有關銀行時終止。

本集團認為在拖欠還款的情況下，有關物業的可變現淨值足以支付未償還按揭本金及應計利

息以及罰款，因此並無就該些擔保作出撥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7名僱員。僱員的薪酬以個別僱員的表現及資歷釐定。

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退休及醫療福利。

未來展望

展望下半年，中國內地經濟環境仍比較複雜，經濟運行中還將面臨諸多困難。中國經濟增長

速度可能放緩，但增長的動力仍然存在。相信中國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

鬆的貨幣政策，著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保持經濟平穩

較快發展。

本集團將在下半年加快調整及優化內部產業結構，提高核心競爭力，董事會將努力創造條件

支持管理層帶領全體員工努力工作，以實現公司未來的發展，為股東提供合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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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除了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因須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值告退及膺選連任而沒有特定之任期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行制定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載

的規定。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其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

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

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任何本身之股份。另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入或出售任何

本公司之股份。

承董事局命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翁若同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布刊發之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翁若同先生（主席）、王會錦先生（副主席）、朱學倫

先生及李錦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明先生、史習陶先生及蘇合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