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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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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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FO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榮豐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榮豐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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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489 32,108
銷售成本  (520) (24,055)
   

毛利  1,969 8,053
其他收益  1,244 396
其他虧損淨額  (3) –
經營及行政開支  (17,194) (16,470)
   

經營業務虧損  (13,984) (8,021)
融資成本 4 (3) (10)
   

除稅前虧損 5 (13,987) (8,031)
所得稅支出 6 – –
   

期間虧損  (13,987) (8,031)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987) (8,031)
非控股權益  – –
   

  (13,987) (8,03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7 (0.53)港仙 (0.3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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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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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13,987) (8,031)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可供出售證券：
　　公平值儲備之變動淨額，經扣除零稅項
　　－期內已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3,630) –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7,617) (8,031)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617) (8,031)

　非控股權益  – –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7,617) (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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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627 1,702

其他金融資產  3,320 6,950
   

  4,947 8,652
   

流動資產
存貨  251,939 249,85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9 17,863 17,3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077 121,205
   

  372,879 388,39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10 23,743 25,213
銀行借貸，無抵押  46 181
   

  23,789 25,394
   

流動資產淨值  349,090 363,002
   

資產淨值  354,037 371,65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1,582 131,582
儲備  222,455 240,07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54,037 371,654
非控股權益  – –
   

權益總額  354,037 37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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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照二零一一年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
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
能與該等估算有所差異。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經挑選之解釋附
註。該等附註包括解釋對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全年財務報表發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
要之事件及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
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之一切資料。

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作為前期呈報資料之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在本公司之香港主要辦事處可供索閱。核數師在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報告
內已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下列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財政年度首次強制使用，但對本集團當前期間及過往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本集團並無採納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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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而部門按業務（產品及服務）及地區設立。以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公司
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之方式，本集團確定以下三個呈報分類。並無將任何經營
分類合計以構成以下之呈報分類。

– 物業發展：該分類發展及銷售本集團住宅物業。本集團現時就此開展之所有活動均位於香港。

– 園藝服務：該分類提供園藝服務。本集團現時就此開展之所有活動均位於香港。

– 物業管理及其他相關業務：該分類主要提供樓宇管理服務。本集團現時就此開展之所有活動均位於香港。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分類間分配資源使用，本公司執行董事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報告分類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金融資產之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之投資除
外。分類負債包括個別分類之銷售活動應佔之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之準備及銀行借貸，由各分類直接管理。

收益及支出乃經參考該等分類產生之銷售額及支出（該等分類應佔之折舊或攤銷資產產生之支出除外）分配予報
告分類。

用於報告分類溢利的方法為「經調整EBITDA」，即「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經調整盈利」，其中「利
息」包括投資收入，而「折舊及攤銷」包括非流動資產之減值虧損。為達到經調整EBITDA，本集團之盈利乃對並
未指定屬於個別分類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如董事及核數師之酬金及公司行政開支。

收到有關經調整EBITDA之分類資料除外，管理層獲提供有關收益（包括分類間銷售）、來自分類直接管理之現金
結餘及借貸之利息收入及支出、分類於彼等營運中使用之非流動分類資產的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以及添置的
分類資料。分類間銷售乃經參考外部人士就類似訂單作出的價格而進行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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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提供有關
本集團報告分類之資料載於下文。

 物業發展 園藝服務 物業管理及其他相關業務 總額
截至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30,043 2,291 1,829 198 236 2,489 32,108
分類間收益 – – 29 29 – – 29 29
        

報告分類收益 – 30,043 2,320 1,858 198 236 2,518 32,137
        

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經調整EBITDA） (11,513) 1,131 322 243 187 170 (11,004) 1,544
        

利息收入 5 213 – – – – 5 213

利息開支 – – – – – – – –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 (1) (2) (32) (9) (9) (11) (42)

所得稅支出 – – – – – – –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報告分類資產 266,593 264,130 736 1,097 452 359 267,781 265,586
期內添置非流動分類資產 – – – 13 – – – 13

報告分類負債 21,581 23,870 404 334 32 24 22,017 24,22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 776,000港元之收益產生自一名外部客戶，其貢獻佔本集團之收益總
額逾 10%。該收益來自園藝服務分類。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 10,447,000港元、10,281,000港元及 9,315,000港元之收益分別來自
三名單一外部客戶，每名客戶貢獻本集團之收益超過 10%。這些收益來自物業發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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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報告分類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報告分類收益 2,518 32,137

抵銷分類間收益 (29) (29)
  

綜合營業額 2,489 32,108
  

溢利
報告分類（虧損）╱溢利 (11,004) 1,544

抵銷分類間溢利 (29) (29)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報告分類（虧損）╱溢利 (11,033) 1,515

其他收益及淨虧損 1,241 396

折舊及攤銷 (230) (538)

融資成本 (3) (10)

未分配公司支出 (3,962) (9,394)
  

除稅前綜合虧損 (13,987) (8,03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報告分類資產 267,781 265,586

抵銷分類間應收款項 – –
  

 267,781 265,586

其他金融資產 3,320 6,950

未分配公司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678 121,088

 －其他資產 4,047 3,424
  

綜合資產總額 377,826 397,048
  

負債
報告分類負債 22,017 24,228

抵銷分類間應付款項 – –
  

 22,017 24,228

未分配公司負債 1,772 1,166
  

綜合負債總額 23,789 2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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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3 10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及攤銷 230 538

存貨成本 520 24,055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3 –

利息收入 (252) (354)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3,98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031,000港元）及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 2,631,652,000股（二零一一年：2,631,652,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具
有攤薄潛力的普通股。

8.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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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項
　一個月內 247 478

　一至三個月 150 151

　超過三個月但短於十二個月 12 5
  

 409 634

律師根據相關物業銷售協議持有之應收賬項 13,959 13,954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529 11

其他債務 450 577
  

貸款及應收賬項 15,347 15,176

租金及其他按金 1,924 1,401

預付款項 592 757
  

 17,863 17,334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項之信貸期自發票日期起計 30日內到期。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項
　一個月內 263 7

　一個月後但不超過三個月 16 –

　三個月後但不超過六個月 86 –

　六個月以上 11,682 11,695
  

 12,047 11,702

應付保留款項 2,474 2,474

租金及其他按金 140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9,082 11,037
  

按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23,743 25,213
  

11. 有關申索之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牽涉有關銷售若干完工物業之爭議。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爭
議乃基於不合理及無效立場，且其並無事實根據。在此情況下，本公司董事相信，該等爭議將不會對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概無就該等爭議作出特定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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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繼續從事與物業相關之業務及提供園藝服務。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主要來自園藝
服務。期內並無進行銷售物業交易。

在物業發展分類並無貢獻任何毛利之情況下，本集團錄得期內虧損約 14,000,000港元。

本公司對香港物業市場、本集團發展物業之優越位置及卓越品質仍然有信心。

根據 2,631,652,084股已發行股份計算，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 0.13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4港元）。

本集團所有融資和財資活動均在集團層面由中央管理及控制。財資及融資政策與本公司最近期之
年報所披露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作為貨幣性資產及負債之結算單位及進行業
務交易。本集團之外匯風險被視為並不重大，且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約為 5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0,000港元）。該銀行貸款以港元列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於本期末，按銀行借款對權益總額計
算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求以銀行存款
撥付。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之到期概況如下：

一年內 100%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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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有以下偏離：

根據守則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應為互相職權分立且不可由同一人士擔任。鍾斌銓先生為董
事會主席，同時亦為本集團之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董事總經理。由於本公司及本集團現時之
規模及業務與行政相對穩定及簡單，董事會信納可以由一名人士有效履行該兩個職位之職責。然
而，展望將來，董事會將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不時審閱將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位分離之需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經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目前，審核委員會成員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以海先生、梁永寧先生及郭三溢先生。陳以海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期內，審核委員會共召開兩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外部審核及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
風險評估。本公司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審核。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業績公佈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winfoong.

com)。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相同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榮豐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鍾斌銓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 i )四名執行董事鍾斌銓先生、鍾金榜先生、鍾燊榮先生及鍾惠卿
女士；及 (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以海先生、梁永寧先生及郭三溢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