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麗 新 發 展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業績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01,244 983,103

銷售成本 (331,946 ) (703,566 )

毛利 469,298 279,537

其他收益 149,143 87,365
行政費用 (353,303 ) (208,625 )
其他經營費用 (6,555 ) (121,717 )
視為出售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權益虧損 4 (1,006,211 ) (3,970 )
撥回持有發展中物業之聯營公司之減值撥備 21,817 —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盈利／（虧損） 7,061 (3,500 )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
待售已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

經營業務虧損 5 (718,750 ) (1,349,959 )

融資成本 6 (305,604 ) (436,463 )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減溢利 (84,697 ) (45,706 )

除稅前虧損 (1,109,051 ) (1,832,128 )

稅項 7 (18,834 ) (22,985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127,885 ) (1,855,113 )

少數股東權益 2,002 516,997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1,125,883 ) (1,338,116 )

每股虧損 8
基本 0.30港元 0.38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433,434 1,371,567
　投資物業 6,091,070 9,478,130
　發展中物業 335,934 3,571,007
　聯營公司權益 2,768,400 1,964,843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50,127
　長期投資 1,028,026 1,018,910
　遞延稅項資產 729 749

11,657,593 17,455,333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1,769 11,884
　待售落成物業 74,490 388,628
　存貨 16,926 16,062
　應收賬款及按金 9(a) 397,483 871,740
　應收回稅項 1,127 13,103
　已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 10 41,101 39,10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8,441 703,573

851,337 2,044,0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9(b) 547,825 1,089,734
　應付稅項 107,491 121,412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1,802,403 2,064,547
　應付短期債券款項 — 155,397
　可換股債券 — 202,496

2,457,719 3,633,586

流動負債淨值 (1,606,382 ) (1,589,490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051,211 15,865,843

非流動負債
　已收長期租務按金 (54,866 ) (73,629 )
　債券贖回溢價撥備 (412,827 ) (354,081 )
　可換股票據贖回溢價撥備 — (21,667 )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2,252,338 ) (2,575,890 )
　應付長期債券款項 (735,281 ) (735,853 )

(3,455,312 ) (3,761,120 )

6,595,899 12,104,7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73,001 1,873,001
　儲備 11 1,938,811 4,509,427

3,811,812 6,382,428

少數股東權益 1,825,953 3,233,971

5,637,765 9,616,399

可換股債券 958,134 1,888,324

可換股票據 — 600,000

6,595,899 12,104,723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呈報基準

(a)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b) 誠如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所載，本集團已成功得到其可換股債券及可
換股票據持有人及主要貸款銀行同意，將本金還款限期延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債務
重組得以順利落實，本集團的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已根據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經修訂
之貸款協議及信託契據所定明之條款而分類。本集團將繼續執行資產出售計劃，藉以產生現金款項
以進一步削減本集團之債項。按資產出售計劃得以持續成功落實之基準，董事對以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之財政報告感到合適。倘持續經營基準並不合適，則需分別就資產價值重列為可收回數額作出調
整，引起之任何其他債務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2.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由於是
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有關財政期間之中期報告內首次呈列首個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
及首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因此當中並無呈列簡明綜合經確認收益及虧損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
比較數字。該等偏離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之內容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規則獲批准的。

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告所用
者相同。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及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貢獻／（負損）分析如
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31/1/2001 31/1/2000

貢獻／ 貢獻／

營業額 營業額 （負損） （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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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業務劃分：
　出售物業 68,796 467,040 (12,903 ) (187,782 )
　物業租金 274,789 296,758 130,335 189,322
　酒店、餐廳及其他業務 457,659 219,305 (1,437 ) 69,372

801,244 983,103 115,995 70,912

其他收益 149,143 87,365
其他經營費用 (6,555 ) (121,717 )
視為出售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權益虧損 (1,006,211 ) (3,970 )
撥回持有發展中物業
　之聯營公司之減值撥備 21,817 —
出售長期上市投資盈利／（虧損） 7,061 (3,500 )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
待售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

經營業務虧損 (718,750 )  (1,349,959 )

按地區劃分：
　香港 621,377 789,750 116,541 73,44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不包括香港 119,102 137,505 5,255 5,238
　其他 60,765 55,848 (5,801 ) (7,768 )

801,244 983,103 115,995 70,912

其他收益 149,143 87,365
其他經營費用 (6,555 ) (121,717 )
視為出售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權益虧損 (1,006,211 ) (3,970 )
撥回持有發展中物業
　之聯營公司之減值撥備 21,817 —
出售長期非上市投資盈利／（虧損） 7,061 (3,500 )
長期非上市投資減值撥備 — (56,586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 (649,257 )
發展中物業減值撥備 — (559,679 )
待售落成物業減值撥備 — (113,527 )

經營業務虧損 (718,750 ) (1,349,959 )

4. 視為出售上市附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當時之上市附屬公司  Lai Fung Holdings Limited（麗豐控股有限公
司）（「麗豐控股」），選擇強制性轉換所有由其全資附屬公司  Lai Fung Overseas Finance Limited 根據一九
九四年一月五日的信託契據所構成而發行之所有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麗豐可換股債券」），轉換為麗豐
控股股本中每股面值 0.1港元之股份（「麗豐控股股份」）。根據麗豐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總數為
120,385,000美元之所有未償還麗豐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麗豐控股股份，兌換價為每股0.464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總數2,023,713,337股新麗豐控股股份已根據強制性轉換配發及發行。因強制性轉
換而配發及發行該等新麗豐控股股份予債券持有人，本公司於麗豐控股的股權已遭攤薄，由強制性轉換
前佔麗豐控股已發行股本約 74.49%，跌至經發行新麗豐控股股份而擴大後之麗豐控股已發行股本約
25.40%。

因此，在緊隨配發及發行該等新麗豐控股股份後，麗豐控股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成為本公司
之聯營公司，而麗豐控股及其附屬公司之綜合賬目亦已不再綜合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而根據權
益會計法入賬。

因轉換債券而導致視為出售麗豐控股權益虧損約1,006,211,000港元已從損益賬內扣除。另外，一筆為數約
1,201,812,000港元款項已於視為出售麗豐權益時在多項儲備中變現。

5. 經營業務虧損

已扣除：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0,832 15,810
攤銷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 578 578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754 1,441
出售投資物業虧損 — 150,034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245 —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295 —
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1,335 —

及計入：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 (74,112 )
出售聯營公司盈利 — (178 )
出售短期上市投資 — (16,470 )
撥回銀行擔保之或然虧損 (39,071 ) (38,406 )

6.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198,758 289,033
應付債券之利息 20,479 22,387
可換股債券及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58,480 61,630
減：就發展中物業撥充成本之數額 (47,299 ) (31,473 )
　　就從事物業發展之聯營公司撥充成本之數額 (3,001 ) (19,082 )
　　就從事物業發展之共同控制實體撥充成本之數額 — (710 )

227,417 321,785

債券贖回溢價撥備 58,746 56,820
可換股票據贖回溢價撥備 10,000 10,000
銀行支出及再融資支出 9,441 47,858

305,604 436,463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零年：16%）之稅率計算而作出撥備。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方之現行稅率，按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撥備：
香港 17,670 13,479
香港以外地區 626 8,995
遞延 20 —

18,316 22,474

聯營公司：
香港 518 599
香港以外地區 — (88 )

518 511

本期間稅項支出 18,834 22,985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31/1/2001 31/1/2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1,125,883 1,338,116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746,002 3,536,002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已發行潛在普通股股份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等期間
之每股攤薄虧損未予呈列。

9. 應收賬款及按金／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a) 本集團有既定之信貸政策。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
款及按金詳情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少於30天 58,795 56,516
31至 60天 7,454 5,846
61至 90天 3,874 5,903
90天以上 10,823 33,669

80,946 101,934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316,537 769,806

397,483 871,740

(b)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貿易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
用詳情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少於30天 45,580 141,962
31至 60天 3,215 11,103
61至 90天 8,808 4,815
90天以上 11,005 93,582

68,608 251,462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479,217 838,272

547,825 1,089,734

10. 已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41,10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約39,106,000港元）之現
金及銀行結存已抵押予銀行，以為本集團取得銀團貸款。

11. 儲備

持作投資之
投資物業 發展中物業 資本 㶅兌

股份溢價賬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波動儲備 累積虧損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經審核）  5,858,164 3,066,784 1,171,429 1,200,000 92,614 72,266 (6,951,830 ) 4,509,427

將投資物業轉撥至
　待售落成物業變現 — (300,402 ) — — — — — (300,402 )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 (188 ) — — — — — (188 )

㶅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4,095 — 4,095
聯營公司 — — — — — (311 ) — (311 )

　共同控制實體 — — — — — 222 — 222

就上年度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所產生的資本儲備作出的調整 — — — — 53,663 — — 53,663

被視作出售一間上市附屬公司
　的變現（附註4） — (277,423 ) (771,989 ) — (138,503 ) (13,897 ) — (1,201,812 )

年內淨虧損 — — — — — — (1,125,883 ) (1,125,883 )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5,858,164 2,488,771 399,440 1,200,000 7,774 62,375 (8,077,713 ) 1,938,811

12.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的全資附屬公司  Autumn
Gold Limited（「Autumn Gold」）與陳自強先生（「陳先生」）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該協議」）。根據該
協議，Autumn Gold 向陳先生購入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影藝顧問國際有限公司（前稱有聯集
團有限公司）的5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現有股份，總代價為7,600,005港元，包括以(i)現金2,000,005港元，
及(ii)餘額5,600,000港元則透過配發及發行合共5,600,000股豐德麗股本中每股面值0.50港元的新股（「代價股
份」），每股作價1.00港元支付。向陳先生配發5,600,000股新股的事項已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完成。緊接
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前，本公司於合共565,584,927股豐德麗已發行股份中持有285,512,791股，佔豐德麗當
時已發行股本約50.48%。向陳先生配發及發出代價股份，導致本公司於豐德麗的持股百分比因攤薄效應而
減至49.99%，因此豐德麗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不再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故
此，緊隨配發及發行該等代價股份後，豐德麗及其附屬公司之綜合賬目將不再綜合計算於本公司之綜合
財務報表內，而根據權益會計法入賬。

13. 比較數額

由於在本期間採納了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第2號「期內純利或虧損淨額、基本錯誤及會
計政策之變動」，故簡明綜合損益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若干附註的呈報已經修改，以符合新規定。
故此，若干比較數額已重新分類，務求與本期間的呈報一致。

中期普通股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普通股股息。去年同期並無宣派中期普通股
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1,125,900,000港元，這虧損主要是由於強制性轉換
麗豐可換股債券（定義見下文）而導致視為出售   Lai Fung Holdings Limited（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控股」）所
得虧損所致。轉換債券令本集團在麗豐控股的股權由74.49%攤薄至25.40%。本公司於去年年報所述對削減債務
作優先處理已經證明成效顯著，於期內的整體利息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26%。

在回顧期內，市場對互聯網投資的興趣冷卻，投資情緒急轉直下，令全球股市下瀉，香港的營商環境亦轉差。
減息前景亦被市場對於收入增長以及通脹的預期不甚樂觀的氣氛所籠罩。與此同時，互聯網創富泡沫爆破後，
亦令資金短缺。經濟不景明顯亦不利整體樓市表現。豪宅物業因為供應有限，故樓價得以反彈回穩，但一般住
宅物業樓價仍然有輕微的下調壓力。然而，慶幸商業及辦公室租金逐步上升，商業及辦公室物業市場最終呈好
轉跡象。本集團在出售若干非核心商業及工業物業資產後，租賃物業組合已縮減至約2,000,000平方呎。因此，
在回顧期間內，淨租金收入亦減少13.5 %。

在物業發展方面，本集團佔有10%投資、位於九龍站第一期住宅發展項目漾日居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落成，
而餘下單位的銷售情況亦令人滿意。誠如上文所述，本集團已於回顧期間出售其於星光行以及製衣工業中心的
全部權益，而出售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完成。於撰寫本文時，本集團亦開始出售位於謝斐道488號的服務式住宅
單位，反應良好。

董事會謹此匯報，依照與所有債權人議定的重整計劃，本集團已於期內出售其於  SUNDAY Communications
Limited（「SUNDAY」）1.67%的直接權益，所得款項全部撥作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向債券持有人的第二次
還款。連同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第一次還款，可交換債券及可換股債券的未償還本金額已削減17.5%
至218,625,000美元（約1,693,000,000港元）。

至於本集團主要聯營公司的表現，eSun Holdings Limited（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在截至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305,65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虧損884,750,000港元）。所錄得
的虧損主要是由於豐德麗為持有的 295,000,000股  SUNDAY 股份（9.87％）減值作出351,000,000港元之撥備所
致。剔除本項以後，該公司在過去一年的表現令人滿意，並成功地由一間經營酒店的公司順利轉型為一間多媒
體綜合企業。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豐德麗宣佈以每五股已發行及未發行之股份合併為一股合併普通股股份之股份合併，以
及按當時持有每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的供股事項，籌得約160,000,000港元。是項行動已於二零零一
年一月完成。於撰寫本文時，豐德麗已宣佈收購從事經理人及藝人培訓業務的影藝顧問國際有限公司的50%權
益。是項收購以現金及以每股1.00港元發行5,600,000股豐德麗新股支付。交易進行後，本集團於豐德麗的股權
已攤薄至49.99%，豐德麗因而不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

麗豐控股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淨額39,200,000港元，營業額為74,800,000港元，比
去年同期下跌約46％。營業額下降主要是由於廣州東方廣場第二期餘下的大單位需要較長時間銷售，令銷售放
緩所致。然而，預期東方廣場第三期在今年下半年開始預售時將可帶動有關銷售。在回顧期內，香港廣場的平
均佔用率超過70％，令租金貢獻持續改善。

麗豐控股之150,000,000美元可換股擔保債券（「麗豐可換股債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到期。麗豐控股於二零零
一年一月十日，根據麗豐可換股債券的條款，選擇按每股0.464港元兌換價，強制性轉換全部尚未償還的債券為
麗豐控股新股。轉換債券導致增發2,023,000,000股新股，而本公司於麗豐控股的股權亦由74.49%攤薄至25.40%。
但此舉則可減少麗豐控股未來的融資成本。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亦有投資在麗豐可換股債券，在轉換債券後，
持有麗豐控股20.6%的股權。連同該權益，本集團合共持有麗豐控股46%的權益，顯示本集團在中國市場爭一席
位的決心。

前景

隨着高科技熱潮及附帶的財富效應突然逆轉，香港的經濟環境已回復節約及相應疲弱。預期辦公室及商業物業
需求放緩，租金最多亦只能保持穩定。與此同時，住宅物業（尤其是一般住宅物業）的供應將會非常充足。基於
收入增長並不樂觀，所以唯一紓緩因素就是目前的低息環境，及銀行在公司及個人貸款上有充裕資金。在這樣
的經濟環境下，本集團會繼續密切注視持續轉變的走勢，並在適當時候，靈活地出售其土地儲備、發展項目及
非核心商業物業。

憑藉本身強勁的財政基礎，豐德麗會繼續以穩定步伐，本著審慎積極的態度，拓展多媒體業務。於二零零一年
二月二十一日，豐德麗宣佈在澳門興建東亞宪視影城（「東亞宪視影城」），估計投資額達300,000,000港元。東亞
宪視影城在落成後，將會成為亞洲最大的華語娛樂製作設施之一，可配合豐德麗現時的業務，締造協同效益。
東亞宪視影城會優先為豐德麗的全資經營的東亞宪星電視製作內容。該衛星電視預期在二零零二年初啟播。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六個月呈現適度的復甦，住宅及商業物業租金開始穩定上升，本集團因而對麗豐控股
的前景樂觀。尤其是麗豐控股擁有的香港廣場及持有25%權益的天河娛樂城的租金收入應可繼續為本集團帶來
經常性收益。上文曾提及的東方廣場第三期預售，以及可能在本年底推出的時尚天地商廈，相信亦會對本集團
帶來裨益。憑著堅穩的資產基礎，以及低資本負債比率，麗豐控股已穩佔有利位置，將在可見未來於中國大陸
取得理想發展。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綜合銀行及其他貸款及應付債券 5,748,000,000港元及綜合資產淨額
3,812,000,000港元，導致負債資本比率為1.51。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屆滿期分佈於五年之期間內，其中1,802,000,000
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或續期、1,805,000,000港元於一至兩年內償還或續期，及448,000,000港元於二至五年內償還
或續期。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不綜合計算旗下上市集團之銀行債務後，本集團之總銀行債務已削減至
4,055,000,000港元，比對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數額減少7.3%。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本集團與可交換
債券持有人和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舉行會議，會上，各債券持有人已經議決批准本集團提呈之債務重整建議，在
重整建議列明之若干條件下，延遲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方償還債券款項。本集團已分別於二零零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依照債券持有人批准之重整建議之條款，向可交換債券持有人及可
換股債券持有人償還15%（約310,000,000港元）及2.5%（約52,000,000港元）之本金。於償還本金後，債券債務之總
本金已削減至約1,693,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約為6,081,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若干賬面值約為40,000,000港元之
待售已落成物業、若干賬面值約為239,000,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及若干賬面值約為948,000,000港元之固定資產
已抵押予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獲授的銀行融資。此外，本集團所持有的豐德麗285,512,791股普通股以及若干其
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股份已抵押予不同的貸款人，以擔保本集團獲授的貸款融資。

本集團資金之主要來源包括從其業務運作中產生之內部資金，例如物業租金收入、出售發展物業之所得款項，
以及酒店經營之收益等等。本集團將會繼續透過出售非核心資產以精簡其資產組合，以便提供所需之營運資金，
並進一步減低債務水平。

本集團會繼續貫徹採取審慎方法，處理外㶅和利率之風險。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以港元為主。董事相信港元在可
見未來會繼續與美元掛漖，因此，本集團多數以港元或美元列值之貸款所面對之㶅率波動風險將可因而減低。
然而，本集團仍會密切注視美元負債之風險，並會隨時利用對沖工具，以減少本集團面對之㶅率風險。至於在
利率方面，所有債券債務均為定息債務，但大部分銀行貸款則為浮息債務，因此，本集團已經致力將定息及浮
息債務組合保持平衡，以對沖利率之波動。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有約1,100名僱員（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1,500名）。由於在回
顧期間不再綜合計算麗豐控股集團的賬目，因此僱員人數大幅減少。僱員之薪金水平不比其他公司遜色，並會
因應員工表現而加薪及分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為合資格僱員而設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免費住院保險計
劃、醫療津貼和資助進修及培訓計劃等。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在財政報告內未作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下列公司之融資而向銀行作出擔保：
聯營公司 270,556 304,443
接受投資公司 4,305 31,717

274,861 336,160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下列或然負債：

就麗豐控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市｝），本公司與麗豐控股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訂立賠償
保證契據。據此，本公司承諾就麗豐控股透過其附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出售麗豐控股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應佔之任何物業權益（「物業權益」）而應付或應佔之若干潛在中國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而向麗豐控股作出賠償
保證。本公司作出之賠償保證可用於 (i)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司所評估物業權益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價
值（「估值」）與 (ii)該等物業權益直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產生之總成本，連同有關物業權益之未支付之土地
成本、未支付之地價及未支付之遷徙、清拆及公用設施成本及其他可扣除成本之差額所適用之稅項。

賠償保證契據假設物業權益以彼等於估值所佔之價值出售，而該價值乃參考於估值時之稅率及監管中國所得稅
及土地增值稅之法例計算。本公司作出之賠償保證並不包括 (i)麗豐控股於其股份於上市後所收購之新物業； (ii)
因於上市時之稅率增加或法例更改而引致有關稅項之增加；及 (iii)數額以計算麗豐控股售股章程所載之經調整有
形資產淨值時已作出重估增值之遞延稅項撥備為限之索償。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麗豐控股於並無應繳納而本公司須根據賠償保證契據賠償之中國所得稅及土地增
值稅。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
券。

最佳應用守則

據本公司各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本公
司各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應選連任。本公司截
至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書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總裁

林建岳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