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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3）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度同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17,935 713,752
銷售成本 (212,211) (516,685)
直接經營費用 (28,739) (21,754)

毛利 176,985 175,31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10,213 20,938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0,053) (48,462)
行政費用 (97,144) (90,741)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142,200 19,000
已撥回（確認）發展中
物業之減值虧損 5,810 (19,060)

已撥回持作出售之物業之
減值虧損 2,673 －

已確認汽車登記號碼之
減值虧損 － (1,300)

出售無形資產收益 － 2,988

經營溢利 4 200,684 58,676
財務費用 (6,329) (13,26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583 (21)

除稅前溢利 199,938 45,390
稅項 5 (5,847) (4,47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94,091 40,913
少數股東權益 576 1,413

股東應佔溢利 194,667 42,326

每股盈利—  基本 6 2.25港元 0.4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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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政報告附註

1. 編製賬目基準

簡明綜合財政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內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
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政業績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就若干物業及證券投資之重估作出修訂。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政報告
所採用者一致。

3. 分類資料

為管理目的，本集團現將業務分為八項，計有物業租賃、物業銷售、印刷及出版、證券

經紀服務、傢俬批發及零售、經營酒店及食肆、諮詢與顧問服務及海產銷售。本集團乃
按以上分類作為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呈報基準。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類

物業租賃 44,232 38,682 186,594 48,483
物業銷售 273 384,386 1,331 1,233

印刷及出版 213,037 170,034 5,208 (3,359)
證券經紀服務 29,148 29,225 10,951 14,357

傢俬批發及零售 59,608 40,028 (2,945) (8,370)
經營酒店及食肆 35,950 15,590 (2,232) (5,176)

諮詢與顧問服務 26,650 28,133 24,562 25,891
海產銷售 8,668 4,605 (245) (325)

其他 369 3,069 (249) 7,844

417,935 713,752 222,975 80,578

利息收入 572 809

企業一般及行政費用 (22,863) (22,711)

經營溢利 200,684 58,676

財務費用 (6,329) (13,26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業務分類：物業銷售） 5,583 (21)

除稅前溢利 199,938  45,390

4. 經營溢利

本期間之經營溢利乃經扣除本集團旗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約 25,318,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 26,138,000港元），並計入來自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約2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06,000
港元）後計算。



– 3 –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集團所佔香港利得稅 (3,321) (3,200)

遞延稅項 (2,398) (1,083)

(5,719) (4,283)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28) (194)

(5,847) (4,47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之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約 194,66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42,326,000港元）及兩
段期間內已發行股份 86,329,352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上述兩段期間內均無發行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故無披露兩段期間之每股攤

薄盈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0.33港元（「股息」）（二零零三年：無）。股息總額
約 28,000,000港元。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派付予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可收取股息之股東資格，本公司之股份登記處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星
期三）至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
續，期內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收取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之研討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195,000,000港元，而去年度
同期之股東應佔溢利則為 42,000,000港元。溢利上升乃主要由於物業重估後之估值增
加 151,000,000港元所致。然而，本集團之營業額則由去年度同期之 714,000,000港元下
跌至 418,000,000港元，營業額下跌乃因出售物業所得之銷售款項下跌所致。

業務回顧

香港物業發展及投資

投資物業

物業發展及投資仍然是為本集團帶來可觀而穩定之收入之核心業務。於本期間內，
租金回報率有所提升。有見香港物業市場逐漸復甦，本集團已採取行動，透過在黃
金地段收購優質資產擴大其投資物業組合，例如銅鑼灣羅素街 8號商場（即地下至三
樓）。管理層預期，除灣仔英皇集團中心及荃灣英皇娛樂廣場外，羅素街物業將成
為本集團其中一個賺取租金表現最佳之物業。



– 4 –

發展物業

本集團在香港最著名的景點之一淺水灣擁有一個重建地盤。重建地盤之基土挖掘及
地基工程已經施工，預期重建工程可於二零零六年內竣工。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收購一個位於西貢匡湖居附近之地段。本集團擬將此地段發展
為高級花園屋苑，包括 13間獨立式及半獨立式洋房，總樓面面積約為 21,640平方呎
（不包括屋頂平台及花園面積），另設有26個停車位。項目預期於二零零七年中前完
成。

中國物業發展及投資

廈門英皇湖畔花苑

發展項目第一期已於一九九九年完成，並已幾乎全部售出。發展項目第二期包括三
座住宅大樓，總樓面面積為 391,637平方呎，而商場之可出租面積約為 43,056平方呎
（不包括停車場）。發展項目預期於二零零六年初完成。

廣東新會天馬片

本集團已以其位於天馬片面積 33,463平方米之土地，換取毗鄰面積 37,628平方米之較
大土地，而毋須支付任何額外款額。有關此發展項目之確實計劃尚未訂定。

證券及金融服務

於本期間內，證券及期貨經紀與顧問業務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滿意之溢利。由於市場
氣氛好轉，加上較強勁之好轉經濟反彈，股票市場自本期間結束以來一直改善。管
理層預計，此業務分類之表現將會繼續好轉。為配合瞬息萬變之證券及期貨市場動
態，本集團已計劃向其客戶介紹新產品，例如日本期貨及期權等。

酒店、食肆及傢俬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酒店及食肆業務受惠於國內旅客適用之個人遊計劃，較去年
度同期有顯著改善。英皇駿景酒店正在進行裝修工程，酒店房間之翻新工程已完成
近三分之二。管理層預期，翻新工程可為未來期間帶來更佳業績。

經營高級傢俬之歐化傢俬於本期間內之表現較去年度同期大為改善。高級住宅物業
市道好轉，為歐化傢俬帶來正面影響。歐化傢俬在澳門推出之項目獲得滿意成績，
為其他項目銷售業務提供動力。第二條傢俬線@Home已開設 4間門市，特別照顧大
眾口味。租金上升或會對零售市場帶來負面影響，有見及此，管理層在發展此二線
業務時已力求審慎。

印刷及出版

新傳媒集團

新傳媒集團（「新傳媒」）出版及管理新假期、新Monday、東方新地、經濟一週、Fashion
and Beauty、自由流行月刊及Much More季刊，為不同讀者提供不同種類之雜誌。新
傳媒於本期間內之表現理想。廣告收益較去年度同期增長 38%。新的刊物如 Fashion
and Beauty、自由流行月刊及廣受歡迎之Much More季刊現已發展成熟，令新傳媒可
擴大市場發行量，並為有意刊登廣告者開發新的刊登廣告環境。管理層預期該等雜
誌之優秀表現將可持續，並會研究是否可開拓新收入來源。

新報

報章業內競爭激烈。本集團已積極行動，加強及革新報章版面及內容，例如娛樂版
及生活版等。本集團亦同時實行市場推廣策略，提高品牌知名度。管理層亦正研究
是否可進軍海外市場，從而擴闊收入來源。

新誠豐柯式印刷

本集團旗下從事印刷業務之新誠豐柯式印刷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溢利。



– 5 –

資本架構、流動比率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對外借貸（不計應付賬款）總額約為 1,242,000,000港元，
而本集團之債務資本比率（即本集團對外借貸總額佔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維持於 49%。
除股本及儲備外，本集團利用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流動現金、銀行借貸及向一位股東
及關連公司借取之無抵押貸款為其業務營運提供資金。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以港
元計值，並追隨市場息率計息。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大部份均以港元計值，另
有 20%以人民幣計值。由於人民幣之匯率相對穩定，故本集團面對之外匯波動風險
不大。此外，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包括 (i)就授予第三者之合共約 4,000,000港元按揭貸
款向銀行作出擔保及 (ii)本集團若干物業之買方聲稱有關物業存在有欠妥善之處而提
出索償所引致之虧損及賠償。

結算日後事項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本公司之董事建議進行
股份拆細，據此，本公司每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之面值將透過將每股本公司股份
拆細成為 10股股份之方式由 0.10港元調整至 0.01港元（「股份拆細」）。待股份拆細於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批准後，股份拆細將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四日生效。

員工成本

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133,000,000港元，去年度同期則為114,000,000
港元。員工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印刷及出版業務及酒店及食肆業務擴充所致。截至
本期間結算日，本集團聘用約 1,200名（二零零三年：1,000名）僱員。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值 3,102,000,000港元之資產用作為銀行融資額之抵押。

展望

整體經濟已經大為改善。失業率降低，加上零售業復甦，顯示香港經濟之增長動力
正穩步前進。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整體業務表現令人振奮。展望未來之長期增長，
管理層會物色新投資項目及合適物業以補充本集團之土地儲備，以及加強其投資物
業組合。

財務資料詳情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之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至 46(6)段規定有關
本集團本期間業績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陸小曼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乃由 1.執行董事：陸小曼女士（主席）、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楊力成先生、莫鳳蓮女士及陳柏楠先生； 2.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家明
先生、陳文漢先生及廖慶雄先生組成。

* 僅作識別之用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新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