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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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2）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共同控制
實體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 169,946  ���,�0�
銷售成本  (112,170 ) (���,��� )    
毛利  57,77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34,678  ��,���
銷售及分銷開支  (7,919 ) (�,�0� )
行政開支  (43,059 ) (��,0�� )
其他開支 � 3,859  (��,��� )
融資成本 � (5,762 ) (�,��� )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虧損淨額  (16,324 ) (��,�0� )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淨額  57,241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462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 89,952  ��,���
所得稅開支 � (18,103 ) (��,���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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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  71,849  ��,���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  –  �,���    

本期溢利  71,849  ��,���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  (��,��� )
 計入損益的收益╱虧損再分類調整
  －減值虧損  –  ��,���    

  –  –    

其他儲備：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466  –    

外匯變動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  (471 ) �,��0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5 ) �,��0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1,844  �0,���    

溢利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1,849  ��,0��
 非控制權益  –  (�� )    

  71,849  ��,���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1,844  �0,���
 非控制權益  –  (�� )    

  71,844  �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本期
 基本及攤薄  1.10港仙  �.��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10港仙  �.��港仙    

本期宣派中期股息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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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45  �,���
投資物業  846,677  ���,���
發展中物業  1,308,432  �,���,���
商譽  1,376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71,896  ���,���
應收貸款及利息  746,962  ���,�0�
已付按金  13,316  ��,0��
遞延稅項資產  506  ��0    

總非流動資產  3,295,610  �,�0�,���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  342,414  ���,���
應收賬款 �0 2,759  �,���
應收貸款及利息  400  ��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2,584  �0,���
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  52,524  ��,���
可收回稅項  2,660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  �0,000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537,458  ���,0��    

總流動資產  1,090,799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4,793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810  ��,���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270,339  �0�,���
計息銀行貸款  205,519  ���,���
繁重合約撥備  770  ��0
應付稅項  27,448  ��,���    

總流動負債  545,679  ���,���    

流動資產淨值  545,120  �,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40,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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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796,671  ��0,���
繁重合約撥備  2,304  �,���
遞延稅項負債  10,188  �,���    

總非流動負債  809,163  �0�,0��    

資產淨值  3,031,567  �,���,���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5,249  ��,���
儲備  2,965,851  �,���,���    

  3,031,100  �,���,���
非控制權益  467  ���    

權益總額  3,031,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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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的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經審核財務報表所須呈列之全部資料及披露，因
此須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於中期財務報表採用附註�所披
露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
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嚴重極端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
  既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轉讓
  金融資產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遞延稅項：相關
  資產的收回之修訂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之影響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修訂」）明確了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之釐定。該
等修訂引入可撥回假設，即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基於其可透過銷售收回
之賬面值釐定。此外，修訂包含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所得稅—經重新估值
之未折舊資產之先前規定，即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估值模式計量之不可折舊資產之遞
延稅項應一直按銷售基準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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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乃基於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透過使用收回之基準計提撥備。於採納
修訂本後，遞延稅項乃基於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透過銷售收回之基
準計提撥備，惟可予折舊及持有目的為自始至終使用投資物業所包含之大部分經濟利益而
非透過銷售以取得該等利益之投資物業，則繼續按透過使用收回之基準計提撥備。

於中國內地，出售投資物業或實體擁有投資物業之稅務影響或會不同。本集團業務模式
為位於中國內地擁有投資物業之實體將通過使用收回價值，並按此基準銷售假設已被推
翻。因此，本集團繼續按其在中國內地投資物業之價值透過使用收回之基準確認遞延 
稅項。

該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及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減少 7,76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增加 1,621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增加 9,384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增加（港仙） 0.14  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增加 6,633  �,0��  –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45,994  ��,���  ��,���
其他儲備增加 1,156  �,���  –
保留溢利增加 51,47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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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有關該等可報告分類之資料，連同相關經修訂比較資料。

可報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  已終止經營  本集團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業務總計  停車場  批發市場  農副產品  業務總計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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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  50,043  119,903  169,946  –  –  –  –  169,946
 分類間銷售 –  –  –  –  –  –  –  –  –
 其他收入 3,861  60,398  767  65,026  –  –  –  –  65,026                 

 總計 3,861  110,441  120,670  234,972  –  –  –  –  234,972                 

分類間銷售之撇銷                 –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2,409                 

總計                 237,381
                 

分類業績 (19,814 ) 80,037  17,199  77,422  –  –  –  –  77,422
                 

利息收入       28,343        –  28,343
融資成本       (5,762 )       –  (5,762 )
企業及未分配收支淨額       (19,513 )       –  (19,51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462        –  9,462                 

除稅前溢利       89,952        –  89,952

所得稅開支       (18,103 )       –  (18,103 )                 

本期溢利       71,849        –  7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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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  商場及  農副產品  買賣  已終止經營  本集團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中式街市  業務總計  停車場  批發市場  農副產品  業務總計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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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0�  ��,�0�  ���,���  ���,�0�  �,�00  �,���  �0,���  ��,���  �00,���
 分類間銷售 –  –  –  –  �00  –  –  �00  �00
 其他收入 ���  ��,���  �,���  ��,�0�  ���  �  �  ���  ��,���                 

 總計 ���,���  ���,0��  ���,���  ��0,�0�  �,���  �,���  �0,���  ��,���  ���,0��                 

分類間銷售之撇銷                 (�00 )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0��                 

總計                 �00,��0
                 

分類業績 ��,���  ���,���  ��,00�  ���,���  ���  �,��0  (��� ) �,���  ���,0��
             

利息收入       �0,���        –  �0,���
融資成本       (�,��� )       (��� ) (�,��� )
企業及未分配收支淨額       (��,��� )       ���  (��,��� )                 

除稅前溢利       ��,���        �,���  �0�,�0�

所得稅開支       (��,��� )       –  (��,��� )                 

本期溢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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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821  ���
金融投資之利息收入 1,003  �,���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25,519  ��,���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488  �,���
管理費收入 50  ���
其他 4,726  �,00�   

 33,607  ��,���   

收益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淨額 960  �,���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111  –   

 1,071  �,���   

其他收入及收益 34,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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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  6,647  �,���
 須於五年後償還（附註）  5,036  �,���    

  11,683  �,���
減：資本化利息  (5,921 ) (�,��� )    

  5,762  �,���    

以上分析顯示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還款時間表的日期，銀行借貸（包括包含按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之融資成本。

附註：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
銀行借貸之利息分別為�,���,000港元及�,���,000港元。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  �,���
提供服務成本  89,936  ��,���
出售物業成本  22,234  ��,���
折舊  2,658  �,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0�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表入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  (�,��� )
繁重合約動用款項淨額  (383 ) –
發展中物業減值╱（減值撥回）至可變現淨值* (3,859 ) �,���
應收賬項減值* –  ���    

* 該等開支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其他開支」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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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作出撥備。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中國內地現行稅率計
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4,849  ��,�00
即期－中國內地 11,316  ���
遞延 1,938  �,���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項開支總額 18,103  ��,���
   

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71,849  ��,�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71,849  ��,0��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24,935,021  �,���,���,0��    

就每股攤薄盈利金額而言，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相
關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並無對所呈列之每股基
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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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一一年：0.��港仙）  9,787  �,���    

中期股息於報告期結束後宣派，故並無於該日期計提。

10. 應收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2,520  �,��0
��日至��0日  –  ��
��0日以上  372  ���    

  2,892  �,��0
減：減值  (133 ) (��� )    

  2,759  �,���    

本集團一般就其分租業務給予客戶��至�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一般不會就其他業務給予客
戶任何信貸。

11. 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日內  14,793  ��,���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而平均信貸期為�0日。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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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
二）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五）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五）止（包括
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享有中期
股息之資格，務請最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相關之股票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辦理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溢利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00,000港元（經重
列））。

物業發展

於當前財政年度上半年，位於桂香街的「薈臻」住宅單位已開始預售，但該分部並無確認
銷售額，而去年同期，該分部銷售額約為���,�00,000港元。

就北拱街「薈點」而言，作為「The Met.」系列的首個項目，其上蓋建設工程已展開，且進
展順利，計劃將於二零一三年底前完工且可交付予買方。「薈點」之收入及溢利將反映至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表內。

位於桂香街的住宅單位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展開預售，該項目以「薈臻」為名，乃「The 
Met.」系列的第二個項目。市場反映良好，且迄今逾�0%的住宅單位已預售，總值約為
���,�00,000港元。其地基工程已展開，計劃將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前完工。上蓋工程
計劃將於二零一四年最後一個季度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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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敦道地皮正進行地基工程，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前完工。本公司已策劃及組織預租
活動，並與潛在租戶進行初步討論。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完成上蓋工程。

就營盤街項目而言，清拆工程剛剛開始，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前完工。興建示範單位
的籌劃工作已展開，並將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可供公眾參觀。住宅單位計劃將於二零
一三年上半年展開預售。

四山街之地盤現已空置，且臨時圍板工程已完成。本集團將繼續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釐定補地價進行磋商。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物業發展的土地組合如下：

 地盤
 概約面積
地點 （平方呎）  擬定用途 預期完成年份

紅磡北拱街�至�號 �,000  住宅╱商店 二零一三年
西營盤桂香街�至��號 �,�00  住宅╱商店 二零一四年
旺角彌敦道���、���A及���號 �,000  商業 二零一四年
深水埗營盤街��0至���號 �,�00  住宅╱商店 二零一五年
油塘四山街��及��號 ��,000  住宅╱購物中心 二零一六年 

 ��,�00 

本集團積極參與香港政府公開招標及市區重建局招標，以補充其發展土地儲備。此外，
本集團亦分配額外資源，務求可於私人物業市場內，物色地點合宜的發展用地。

物業投資

本分部之收入包括物業銷售及租賃產生的租金收入。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租金收入總額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00,000港元），增加
約�,�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持有賬面總值約為��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之商舖及住宅物業之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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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當前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出售位於俊宏軒之��個商業單位，總代價約
為���,000,000港元，且均將於當前財政年度下半年完工。

此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就以下主要出售事項訂立協議：

(i)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臨時買賣協議，以出售位於新界元朗的
投資物業，代價為��,�00,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的
公佈內。有關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及

(ii)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臨時買賣協議，以出售位於新界沙田的
投資物業，代價為�0,�00,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的公佈內。有關出售事項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完成。

出售部分俊宏軒及商店之後，本集團於零售物業中積極尋找投資機會，旨在加強現有租
金收入來源。作為定期檢討投資物業組合之一部分，本集團將繼續優化租戶組合及取得
有利之租金調整。

中式街市管理及分租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分部之收入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
���,�00,000港元），相當於增長約�,�00,000港元。增幅主要源於與店舖營運商重續牌照協
議產生之新增牌照收入。

本集團繼續於香港管理��個「萬有」品牌之中式街市，合共約��0個舖位，總建築面積超過
��0,000平方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現於深圳多個城區管理��個「惠民」
品牌之中式街市，合共約�,�00個舖位之組合，總建築面積超過���,000平方呎。

自本集團管理的藍田啟田邨中式街市於二零一一年十月首推「萬有會」會員制度以來，本
集團已進一步將該會員計劃拓展至將軍澳彩明邨及天水圍天澤邨。引入該會員計劃不僅
提高購物人流，亦提升本集團管理的中式街市的整體商業氣氛。迄今，該等三處中式街
市已招募會員逾�,�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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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蚊招租計劃」一經推出即吸引大批公眾前來詢問。研究公眾遞交的意見並與店主面
談後，本集團已為選定店主提供舖位，以於本集團管理的各中式街市內開展業務，如算
命、獨特的手工皮革製品零售、仿古產品銷售等。本集團認為，此計劃為店主提供良
機，以最低啟動資金創業。此外，該新元素可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管理的中式街市的形
象。

投資於製藥及保健產品相關業務

本集團擁有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位元堂控股」，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權益。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位元堂控股
錄得營業額約���,�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達
��,�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應佔虧損約���,000,000港元。增幅主要源於投資物業公平
值變動收益增加，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減少及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並無已確認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分佔位元堂控股溢利為約�,�00,000港元。

鑑於製藥及保健產品的堅實基礎、不斷增強的保健意識以及於香港及中國擴張的零售網
絡，本集團預期，投資位元堂控股將於未來數年帶來穩健增長業績。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資源及短期投資約為��0,0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總借貸約為
�,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約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重
列）），經參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後之本集團借貸總額及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
益分別約為���,�00,000港元及約為�,0��,�00,000港元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約為���,�00,000港元、�,�0�,�00,000港元
及���,�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00,000港元及
���,�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發展中物業及持作出售物業已作抵押，作為本集團分別獲
授約��0,�00,000港元、���,�00,000港元及���,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000,000港元、�0�,�00,000港元及�0�,000,000港元）的已動用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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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00,000港元）。於報告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全部銀行借貸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收入大部分
以港元計值，符合本集團營運開支的貨幣需要。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對沖活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報告期終，本集團共有��0名僱員（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名），約��.�%（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香港僱員，餘下則為中國僱員。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
策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按僱員個人表現及經驗而釐定。除一般薪酬外，本集團亦因應其
業績及員工個人表現，向經挑選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其他福利包括醫療、退休
福利及專項培訓計劃。

前景

由於部分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持續，且全國抵制縮減政府開支及削減普通公眾的退休
福利，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仍不明朗並充滿挑戰。部分受惠於現行極低按揭利率、中國
投資客的強勁需求、通脹不斷增長及相對較低的失業率，香港住宅物業市況整體呈現積
極態勢。因香港近期出台新政，對公司及非永久居民買家置業徵收��%買家印花稅，且
將額外印花稅（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開徵）之適用期由�年延長至�年並將適用稅率由�0%
上調至�0%，對上述積極因素造成不利影響。

受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影響，大量熱錢湧入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已介入並對有
多於一處按揭物業之借貸人收緊授出新房貸款之要求。上述所有措施勢必將於短期內使
一手及二手住宅物業市場之交易活動放緩。鑑於香港政府有望於短期及中期內增加土地
供應，物業市場將更趨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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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領軍香港中式街市的管理。憑藉豐富的管理經驗及全面的店舖營運商數據
庫，本集團將力爭提升其市場份額，並通過不斷優化其店舖營運商組合以及向其管理的
中式街市引入新元素改善經商環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所載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
述者除外。

由於須參與其他重要事務，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蕭炎坤先生
及蕭錦秋先生未能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規定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
八月二十日就考慮及批准向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提供貸款融資而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

本集團繼續致力改善其管理及監控水平，以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力及營運效率，確保其可
持續發展及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豐盛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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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本公司所採納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
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蕭炎坤
先生、王津先生及蕭錦秋先生；蕭炎坤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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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寄發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已分別刊登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
www.wangon.com)。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鄧清河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 
陳振康先生；及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博士、王津先生、蕭炎坤先生及 
蕭錦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