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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摘要

. 本集團收入上升1.2%至港幣5億9,100萬元（ 2021年：港幣5億8,400萬元）

.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29.2%至港幣2億400萬元（ 2021年：港幣1億5,800萬元）

. 股東應佔基礎溢利*上升9.2%至約港幣2億1,100萬元（ 2021年：港幣1億9,300萬元）

. 每股盈利及每股基礎盈利 *分別為港幣 0.29元（ 2021年：港幣 0.23元）及港幣 0.30元

（ 2021年：港幣0.28元）

.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1仙（ 2021年：港幣20仙）將以現金支付

* 股東應佔基礎溢利及每股基礎盈利不包括投資物業估值變動的除稅後影響及非經常性項目如出

售物業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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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兼行政總裁報告

親愛的股東，

本人謹代表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向各股東報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期內」）的財務及營運表現。

綜合業績

期內，集團收入為港幣 5億 9,100萬元（ 2021年：港幣 5億 8,400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2%；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2億400萬元（ 2021年：港幣1億5,800萬元），按年上升29.2%。若

扣除投資物業公允值之減值港幣 680萬元，股東應佔基礎溢利則按年上升 9.2%至港幣 2億

1,100萬元（ 2021年：港幣 1億 9,300萬元）。每股基礎盈利為港幣 30仙，按年上升 7.1%（ 2021

年：港幣28仙）。

中期股息

董事局現宣佈派發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1仙，給予在 2022年 9

月 27日（星期二）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中期股息預期於 2022

年10月12日（星期三）派發予各股東。

概覽

持續兩年多的 2019冠狀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打擊全球經濟以及本地營商環境。縱使

去年香港政府及各界積極推動疫苗接種計劃，疫情於年底稍為好轉，但今年第一季再迎來

第五波疫情，整體經營環境再度轉差。疫情直至第二季逐漸受控，加上政府發放首階段電

子消費券，市面消費氣氛恢復，市民亦增加外出消費，集團旗下酒店、餐飲及商場把握商

機推出多項活動及「MIRA好賞同樂」消費賞，進一步帶動人流及刺激消費。惟香港仍陷於

新冠病毒反覆不定的陰霾之中，受第五波疫情影響，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跌幅為

4.0%，逆轉了之前 2021年全年增長之 6.4%。集團的核心業務仍受制於香港及各國社交、旅

遊措施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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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團的核心業務於上半年面臨着嚴峻挑戰，集團酒店業務繼續加強針對本地市場推

廣及因應政府防疫措施而產生的酒店業務需求，以減低疫情對整體集團業務所帶來的影

響。本年初政府因應第五波疫情爆發而再度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用餐人數限制至兩

人、傍晚六時後禁堂食等措施，致經營極度艱難。集團即時調配資源啟動「MIRA CARE」計

劃，於旗下商場、酒店及餐廳推行一系列更嚴謹的防疫措施，並大量派發快速抗原檢測套

裝予集團員工、商場租戶、顧客及社區，提供更安心的住宿、用餐及購物環境，以鼓勵外

出消費。收租業務方面，集團因應零售及餐飲業受防疫政策影響而生意大跌，繼續向受疫

情嚴重影響的租戶提供租金寬減或租務調整，共渡時艱，一系列措施以維持期內高企的出

租率，致使租務表現保持平穩。而集團的旅遊業務仍受制於各國封關及防疫政策，業務表

現與去年相若。與此同時，集團仍繼續加強網上營銷、持續嚴格地控制成本及延遲非緊急

支出。

展望

縱使新冠病毒疫情仍未全面受控，各國及香港仍執行不同程度的防疫政策，為經營者及企

業帶來一定的不穩定因素及壓力。面對充滿挑戰的前景，集團將繼續採取積極審慎態度，

以具成本效益的經營理念，迎難而上，提昇自身競爭力。集團的業務模式靈活穩健，加上

資金充裕、資產負債比率低等優勢，將有助集團渡過不同的經濟週期。集團亦會物色投資

機遇，適時把握及擴展業務，並因應市場及形勢的變化而調校策略，達致穩健及可持續的

表現，冀為集團及股東帶來最大的裨益。

致謝

本人謹此感謝董事局給予集團的支持，並代表所有股東及董事局仝人，向每位員工和管理

團隊為集團所作出的貢獻，致以摯誠謝意。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家誠

香港，2022年8月17日

– 3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

本港旅遊及酒店業自各國及本地因新冠病毒爆發而實施嚴格旅遊及出入境措施限制後，已

陷入停滯超過兩年半。期內平均抵港人數仍處於每月不足 13,000人的低位，與疫情前情況

可謂天淵之別。集團承接去年靈活變通、多管齊下的經營策略，特意加強針對長期住宿、

本地宅渡假及隔離防疫需要的客群，特意推出多項長期住宿計劃、主題 suitecation，以及與

韓國觀光公社、G .H . Mumm香檳等聯乘的本地宅渡假住宿體驗，促使美麗華酒店房間收入

大幅增加港幣1,340萬元（增幅53.5%），期內入住率亦增加19.1%。酒店更因應新一輪電子消

費券活動，推出一系列精選住宿、餐飲及水療優惠，進一步提升酒店入住率。然而，自第

一季末起至七月底，問月酒店進行裝修及資產提升工程，致使收入下跌港幣980萬元，抵銷

了美麗華酒店房租大部分增幅，加上酒店餐飲業務受第五波疫情影響，故期內酒店及服務

式公寓業務總體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 10.0%至港幣 1億 790萬元，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 (EBITDA)為虧損港幣1,370萬元，虧損較去年同期擴大港幣610萬元。

收租業務

本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持續打擊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是零售餐飲及旅遊業等。本地生產總值

於去年全年增長為 6.4%，而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亦按年下跌 4.0%，較疫前水平低。經過

兩年半的疫情，本地辦公室、零售、商鋪等租務行業租金水平及空置率已經轉趨穩定。期

內，集團繼續向商戶提供適切的租務調整及租金寬減的紓緩措施。集團收租業務總體收入

為港幣4億690萬元，EBITDA為港幣3億4,960萬元，兩者較去年同期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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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嚴峻時期，集團積極提升顧客購物體驗及商場配套，包括優化商場會員計劃及手機

應用程式，同時因應本地消費模式轉變，年初推出「MIRAcle Shop & Dine」雙重獎賞，並邀

請多個品牌於商場開設期間限定店及舉辦特色週末市集等，以擴闊商場目標顧客群及提升

服務水平，增加競爭力。響應政府推出新一輪電子消費券，商場更推出「至二賞」消費回贈

及會員推薦積分獎賞活動，提升商場人流及鼓勵市民消費。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集團的投資物業按公允值列賬，並每半年度重新評估。投資物業的公允值乃根據集團委任

之外聘專業測量師行（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取得的意見而釐定。集團總投資物業之公允值於

期內減少港幣 680萬元（ 2021年：港幣 5,400萬元），整體投資物業賬面值於 2022年6月 30日為

港幣152億元。集團的投資物業乃作長線投資以取得經常性收入，重估減值屬非現金性質，

對集團的現金流並不構成實質影響。

餐飲業務

期內，政府因應第五波疫情而採取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由本年 1月 7日至 4月 20日共

104天禁止晚市堂食，限制每枱用餐人數至兩人等，致使用餐人數無可避免地大幅減少，經

營環境變得史無前例地嚴峻，餐飲行業生意大受影響。集團本年初推出兩個全新概念品

牌—新派中菜「唐述」及全新素食概念餐廳「 JAJA」，成功把握第五波疫情後的反彈商機，開

拓新市場。此外，集團於期內持續加強堂食優惠、外賣、網上商店 eShop的銷售推廣，連同

消費券限定優惠，以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

集團之餐飲業務於放寬晚市堂食及每枱 2人限制後， 5月及 6月集團餐飲業務收入較去年同

期分別躍升 53%及 62%，大幅追回本年首四個月受疫情重創的業績。期內收入錄得港幣

6,520萬元，而 EBITDA則為虧損港幣 600萬元；去年同期之收入及 EBITDA則分別為港幣

5,990萬元及虧損港幣550萬元。

– 5 –



旅遊業務

在新冠病毒疫情反覆及變種病毒肆虐的情況下，全球多國及香港均密切注意疫情的發展，

亦冀望於經濟及疫情中取得平衡，惟大部份國家及香港都謹慎地考慮放寬出入境防疫措

施。鑑於各國防疫措施於期內未有放寬，旅遊業經營環境未見轉機，集團旅遊業務表現與

高峰期仍然相距甚遠。旅遊業務期內收入為港幣 1,080萬元，EBITDA則錄得虧損港幣 790萬

元；去年同期收入及EBITDA則分別為港幣 70萬元及虧損港幣 780萬元。若香港放寬出入境

措施，入境後不用隔離，開放天空，航班回復正常，相信旅遊業務會很快復甦，表現會有

飛躍改善。

營運及其他費用

於新冠病毒疫情及經濟跌宕起伏之時，集團依然嚴謹地控制成本，並提升營運效率，營運

及其他費用比去年同期減少港幣 1,260萬元 (15.1% )至港幣 7,090萬元（ 2021年：港幣 8,350萬

元）。

庫務管理及財務狀況

集團按照既定政策對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匯率、利率、資金流動性及融資風險進行管

理，並密切監察集團之財務狀況及需要，確保償付能力及承擔。在外匯風險方面，由於集

團主要在香港經營業務，其相關現金流、資產及負債以港幣計值；主要匯率風險來自位於

中國內地及英國之資產及業務，人民幣、英鎊及美元銀行存款。在利率及資金流動性風險

方面，由於集團資金以港幣為主及並無借貸，因此，集團之主要利率風險為港幣存款利率

風險；並無融資借貸相關之利率風險。在 2022年 6月 30日，集團綜合現金為港幣 54億元

（ 2021年 12月 31日：港幣 52億元），並無貸款（ 2021年 12月 31日：零）。在融資風險方面，於

2022年 6月 30日，集團獲授予之信貸額總數為港幣 10億元（ 2021年 12月 31日：港幣 10億

元），並無動用信貸額（ 2021年 12月 31日：零）。故集團的負債與資本比率（以綜合借款總額

除以綜合股東權益總額計算）為零（ 2021年 12月 31日：零）。集團財務政策穩健，備有充足

資金及信貸額，足以應付可見未來之不確定經濟環境，把握證券及債券投資機會，並適時

進行符合投資效益要求的業務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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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590,784 583,658

食材及飲料成本 (36,906) (36,096)

員工薪酬 4 (a) (190,752) (172,727)

公用開支、維修保養及租金 (48,562) (47,960)

旅行團及機票成本 (9,772) 1,790

毛利 304,792 328,665

其他收入 52,623 32,376

營運及其他費用 (70,857) (83,462)

折舊 (27,602) (32,223)

258,956 245,356

融資成本 4 (b) (918) (1,00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88 94

258,126 244,447

出售物業淨收益 — 18,696

其他非營業淨收益╱（虧損） 4 (c) 595 (483)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減少 8 (a) (6,833) (53,982)

除稅前溢利 4 251,888 208,678

稅項 5

本期 (43,046) (45,931)

遞延 (650) (1,900)

本期間溢利 208,192 16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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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208,192 160,847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03,802 157,727

非控股權益 4,390 3,120

208,192 160,84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a) 港幣0.29元 港幣0.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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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208,192 160,847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

股本證券：
— 公允價值變動 (3,584) 10,438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折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9,048) 7,069

(42,632) 17,50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65,560 178,354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66,279 171,237

非控股權益 (719) 7,11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65,560 178,354

以上其他全面收益的組成部份沒有任何稅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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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於
2022年

6月30日

於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計） （已審計）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a) 15,186,262 15,219,649
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 8 (b) 204,824 201,443

15,391,086 15,421,092
聯營公司權益 982 894
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
股本證券 26,790 39,840
遞延稅項資產 19,271 16,149

15,438,129 15,477,975

流動資產

存貨 122,902 127,65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85,462 165,261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 60,163 62,399
現金及銀行結存 5,428,874 5,247,852
可收回稅項 908 896

5,798,309 5,604,06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87,968) (303,489)
已收租賃按金 (113,225) (99,306)
合同負債 (48,485) (58,146)
租賃負債 (31,060) (39,109)
應付稅項 (46,526) (26,840)

(727,264) (526,890)

流動資產淨值 5,071,045 5,077,1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結轉 20,509,174 20,55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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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2年6月30日

於
2022年

6月30日

於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計） （已審計）

承前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09,174 20,555,147

非流動負債

遞延負債 (142,663) (160,008)
租賃負債 (33,054) (47,305)
遞延稅項負債 (305,360) (305,648)

(481,077) (512,961)

資產淨值 20,028,097 20,042,18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2,227,024 2,227,024
儲備 17,641,296 17,654,666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19,868,320 19,881,690

非控股權益 159,777 160,496

權益總額 20,028,097 20,04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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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呈列之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但乃提取

自該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作出適當披

露，並包括已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

成，其獲授權於2022年8月17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 2021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期將於2022年
度之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出現任何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按本年截至報告日期止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

及支出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數字有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及部份闡釋附註。附註包括事件與交易的闡釋，該闡釋

有助瞭解本集團自刊發2021年度之財務報告後的財務狀況變動與表現。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告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

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會包括在將派發給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中。另外，本中期財務報告已經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有關而載於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之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乃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定財

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 (3)條及附表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2021年12月 31日
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之審計報告；審計報告中並無提述

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敬希垂注的任何事宜；亦未載有《公司條

例》第406 (2)、407 (2)或 (3)條所指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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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

效。該等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及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劃分分部及進行業務管理。根據向本集團董事會及高層管理行政人員呈報以

作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資料所採用的準則，本集團確定了下列五個匯報分部。

收租業務 ： 出租辦公室及零售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及透過長期物業升值

而獲得溢利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 ： 酒店及服務式公寓營運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餐飲業務 ： 餐飲食肆營運

旅遊業務 ： 旅行社營運

其他 ： 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收租業務、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餐飲業務及旅遊業務。收入包括從收

租業務、酒店及服務式公寓、餐飲、旅遊及其他業務所得。

收入及支出乃參照該等分部錄得的銷售額及產生的支出而被分配予各匯報分部。匯報分部業績

而採用之計量為「經調整EBITDA」，即「經調整的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計算

得出經調整EBITDA，本集團之盈利須就無特定歸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例如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其他非經營項目及其他公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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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向本集團董事會及高層管理行政人員呈報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

的本期匯報分部資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租業務

酒店

及服務式

公寓業務 餐飲業務 旅遊業務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匯報分部收入（對外收入）

（附註） 406,896 107,940 65,188 10,760 — 590,784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349,602 (13,722) (6,010) (7,936) (72) 321,862

未分配的淨公司費用 (62,906)

258,956
融資成本 (91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88
其他非營業淨收益 595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減少 (6,833) — — — — (6,833)

綜合除稅前溢利 25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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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租業務

酒店

及服務式

公寓業務 餐飲業務 旅遊業務 其他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匯報分部收入（對外收入）

（附註） 403,171 119,911 59,898 678 — 583,658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351,053 (7,616) (5,463) (7,841) (69) 330,064

未分配的淨公司費用 (84,708)

245,356
融資成本 (1,003)
出售物業淨收益 18,69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94
其他非營業淨虧損 (483)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減少 (53,982) — — — — (53,982)

綜合除稅前溢利 208,678

附註：除港幣406,896,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403,171,000元）的物業租金收入

乃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的範圍內之外，其餘所有客戶合約收入均屬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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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員工薪酬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7,636 7,022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83,116 165,705

190,752 172,727

(b) 融資成本

銀行借貸利息 — 11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918 992

918 1,003

(c) 其他非營業淨（收益）╱虧損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的已實現及

未變現淨（收益）╱虧損 (595) 483

(d) 其他項目

股息及利息收入 (16,195) (12,838)
待出售物業撥備撥回 (44) (43)
政府補貼（附註） (28,626) (7,451)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備 — 34
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之減值虧損撥備 — 21,304

附註：此已收取╱應收的補貼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

「防疫抗疫基金」之「保就業」計劃及其他支援計劃發出，此補貼已包括於本期之「其他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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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內計提 41,517 43,649

稅項—香港以外稅項

本期間內計提 1,529 2,282

43,046 45,931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4 (90)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646 1,990

650 1,900

43,696 47,831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6.5%）稅
率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照對本集團評稅司法權區的適用稅率計算。

本期間應佔聯營公司的稅項港幣13,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14,000元）已列入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17 –



6. 股息

(a) 屬於中期之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1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每股港幣20仙） 145,102 138,192

於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被確認為負債。

(b) 本中期內核准的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中期內核准的上一財政年度股息每股港幣26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28仙）（附註） 179,649 193,469

附註：2021年末期股息及2020年末期股息分別於2022年7月8日及2021年7月8日支付。

7. 每股盈利

(a) 基本及攤薄之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203,802,000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

月：港幣157,727,000元）及在本中期內之已發行股份690,959,695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690,959,695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 2022年及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

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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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基礎盈利

為評估本集團的基礎業務表現，按不包括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的除稅後影響及非經常性

項目的影響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去額外計算每股基礎盈利。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03,802 157,727
本期間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6,833 53,982
遞延稅項對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的影響 4 (90)
出售物業淨收益 — (18,696)

本公司股東應佔基礎溢利 210,639 192,923

每股基礎盈利 港幣0.30元 港幣0.28元

8.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

(a) 投資物業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已於 2022年 6月 30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進行重估。估值是由外聘測量師

行 —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其部分員工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而且具備近期評估所在位置

及同類別物業的經驗）進行。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乃按收入資本化計算法計量，該計算法

將物業現有租約及就現時租賃屆滿後之淨收入資本化進行計算。投資物業於本期之公允價

值淨減少為港幣6,833,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港幣53,982,000元）。

(b) 使用權資產（計算在「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就營運店的使用訂立多份租賃協議，因此添置使

用權資產港幣 2,284,000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港幣 32,064,000元）及租賃修訂減

少港幣 6,285,000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六個月：無）。本期間確認與使用權資產有關的折

舊費用及減值虧損分別為港幣 14,698,000元及無（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港幣

16 ,236 ,000元及港幣 785 ,000元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淨值為港幣

45,750,000元（ 2021年12月31日：港幣64,44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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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續）

(b) 使用權資產（計算在「其他物業、設備及器材」）（續）

營運店的租賃包含基於自營運店產生之銷售額及固定最低年度租賃付款條款之可變租賃付

款條款。本集團營運所在地香港的營運店之該等付款條款屬普通條款。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為遏止 20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而實施嚴格社交距離及旅遊限制措施

的期間，以固定付款折扣的形式收取租金減免。於本期間已付╱應付業主的固定及可變租

賃付款及已從業主取得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租金減免金額概述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固定付款 可變付款

2019新型

冠狀病毒

租金減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店 288 1 (1,68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固定付款 可變付款

2019新型

冠狀病毒

租金減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店 1,521 2 (6,296)

本集團已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

免，並已就本集團自 2021年收取的所有合資格租金減免應用該修訂本引入的可行權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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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後），其根據發票日期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

2022年
6月30日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30,348 18,740
一至兩個月 8,601 3,851
超過兩個月 39,159 24,033

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後） 78,108 46,624
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107,354 118,637

185,462 165,261

於 2022年 6月 30日，除港幣 8,593,000元（ 2021年 12月 31日：港幣 8,686,000元）的款項預期於超過

一年後收回外，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可收回。

本集團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從單據發出七天至六十天內到期。欠款逾期超過

六十天的債務人在進一步獲授任何信貸前通常被要求清償所有欠款。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賬款，其根據發票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2年
6月30日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或要求時償還 18,944 15,374
三個月後至六個月內償還 13,418 9,571

應付賬款 32,362 24,9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9,023 201,644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附註 (a)） 72,656 72,622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附註 (b)） 4,278 4,278
應付股息（附註6 (b)） 179,649 —

487,968 30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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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附註：

(a)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之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b) 應付聯營公司賬款乃無抵押、免息及要求時償還。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或要求時償還。

11. 股本

已發行股本

2022年 2021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股本：

於1月1日及6月30日╱12月31日 690,959,695 2,227,024 690,959,695 2,227,024

12. 僱員退休計劃

本集團的香港僱員均參與《職業退休金計劃條例》（第 426章）所界定的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公

積金計劃」）或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強積金條例》」）登記之計劃（「強積

金」）。

公積金計劃的供款是由參與僱主按僱員的基本月薪的 5%至 11%比率支付，僱員亦按 5%至 11%
比率支付。當僱員失去享有僱主供款部分之權利時，所沒收的僱主供款不得用以扣減僱主的日

後供款。

於2000年12月1日或之後，僱員不可加入公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是一項由獨立受託人管理的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均

須按僱員相關收入的5%向該計劃供款，每月相關收入上限為港幣30,000元，該計劃的供款立即

歸屬於僱員。除《強積金條例》規定之最低供款要求外，本集團為參與強積金計劃之僱員提供自

願性供款福利。當僱員離職時，若不享有僱主自願性供款，有關部份將沒收用作扣減僱主的日

後供款。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使用有關款項扣減僱主供款的總數為港幣 60,000元（截

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港幣 15,000元）。而於 2022年 6月 30日，無尚可動用之沒收供款

（於2021年12月31日：無）。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之附屬公司的僱員須參加由當地市政府管理及營運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該等附屬公司按當地市政府同意的僱員平均工資的若干百分比向該計

劃供款，以支付僱員的退休福利。本集團於該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中之唯一責任為根據該計劃作
出規定供款。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並沒有使用任何已被沒收之供款以代替每月之定額供款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無）。而於 2022年 6月 30日，可使用之沒收供款結餘為零（截

至2021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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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為釐定股東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 2022年 9月 27日（星期二）暫停辦理本公

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股東須於 2022年 9月 26日（星期

一）下午 4時 30分前呈交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份證明書予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本公司之股份登記及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

登記。

僱員

於 2022年 6月 30日，本集團全職僱員人數 1,117人，其中在香港聘用 1,088人，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聘用 22人及在海外聘用 7人。本集團是「平等機會僱主」；我們珍視盡忠職守和互敬互

助，時刻推動及強化團隊精神，鼓勵僱員以肩負己責及專業態度投入工作，以達成本集團

的使命、願景和業務策略。本集團以平等薪酬政策為依歸，樹立論功行賞的文化，並以

「全方位薪酬福利管理」吸引人才，表揚及留住僱員。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其薪酬福利計劃，

確保計劃符合最新法例要求及市場慣例，並緊貼市場狀況及薪酬水平。

培訓及發展

我們視僱員為最寶貴的資產。我們致力為各級僱員提供持續的學習環境及機會，協助他們

成長及提升生產力。

本集團積極為各級僱員發展一套全面學習發展藍圖，包括提供本集團內部及其他機構舉辦

之培訓課程，例如管理╱督導技巧，業務知識、專門技能、客戶服務技巧、語言能力、人

事處理及個人效能等，協助僱員在本集團提升事業成就。

隨著不斷投放資源於僱員培訓及發展，本集團自 2011年開始連年榮膺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

「人才企業嘉許計劃」獎項，表揚本集團在倡導人力資源培訓和發展及終生學習等企業文化

方面的斐然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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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在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惟本公司並無就本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作出區分。李家誠博士於 2014年 6月 12日調任為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博士自 2006年 8月 1日起擔任行政總裁一職，對本集團及其業務具資深經驗及專門知識。

董事局認為委任李博士擔當主席兼行政總裁的雙重角色，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為本

公司帶來貫徹的領導，並確保制定及執行企業策略的效率，而董事局的運作具有足夠的權

力及職權平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財務業績，並與本集團稽

核、風險管理及企業服務部門代表及獨立核數師討論本集團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

告等事宜。

購買、沽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沽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經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均於中期報告

涵蓋的會計期間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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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若干陳述帶有前瞻性或使用類似前瞻性詞彙。該等前瞻性陳述乃本公司董事局

因應所經營行業及市場目前所作出之信念、假設及期望。該等前瞻性陳述會受各項風險、

不明朗因素及其他超越本公司控制範圍的因素影響而可能令實際結果或業績與該等前瞻性

陳述所表示或暗示之情況有重大差別。

承董事局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家誠

香港，2022年8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 (i)執行董事為：李家誠博士、鄧日燊先生、林高演博士、何厚鏘先生及劉壬泉先

生； (ii)非執行董事為：馮鈺斌博士及鄭家安先生；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冼為堅博士、胡經昌先

生、鍾瑞明博士、楊秉樑先生、梁祥彪先生及歐肇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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