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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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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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OUTH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南 華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00413）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South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南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
（「董 事 會」或「董 事」）謹 此 宣 佈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統 稱「本 集 團」）截 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相關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738,006 1,556,119
銷售成本 (1,548,531) (1,393,905)

  

毛利 189,475 162,21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0,664 16,872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收益（包括
 列為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呈列的
 投資物業） (453) 1,873
銷售及分銷費用 (31,289) (37,241)
行政費用 (222,181) (182,871)

  

經營虧損 2及3 (23,784) (3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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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4 (82,678) (102,35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 (134)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4) (22)

  

除稅前虧損 (106,465) (141,659)
所得稅 5 (2,751) (4,890)

  

期內虧損 (109,216) (146,549)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8,279) (145,156)
 非控股權益 (937) (1,393)

  

(109,216) (146,549)
  

每股虧損 7

基本 (0.8)港仙 (1.1)港仙
  

攤薄 (0.8)港仙 (1.1)港仙
  

綜合損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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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09,216) (146,549)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轉撥至投資物業的物業、機器及設備
  及在建工程之重估盈餘 4,640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香港境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53,414 (87,08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1,162) (233,63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4,046) (225,151)
 非控股權益 2,884 (8,484)

  

(51,162) (23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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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672,808 654,276
投資物業 8 10,218,080 9,975,013
在建工程 8 175 159,463
於聯營公司投資 990 989
於合營公司投資 19 74
生產性植物 30,138 30,82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5,700 143,05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057,910 10,963,689
  

流動資產

存貨 1,749,983 1,339,113
發展中物業 245,526 233,895
應收貿易賬款 9 521,637 629,27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9,120 1,067,45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計量之金融資產 6,816 5,84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063 6,773
應收關連方款項 16,664 22,970
可收回稅款 1,449 871
現金及銀行結存 587,302 591,361

  

流動資產總值 4,235,560 3,897,5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1,003,608 958,3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49,814 634,432
附息銀行借貸 2,022,521 1,969,832
租賃負債 73,889 69,722
應付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 10,600 10,314
應付稅款 98,252 100,999

  

流動負債總值 3,858,684 3,743,657
  

流動資產淨值 376,876 153,9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434,786 11,11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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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貸 2,558,854 2,262,811
租賃負債 410,597 379,411
應付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 7,941 7,941
應付關連方款項 596,125 557,639
其他非流動負債 62,636 67,028
遞延稅項負債 1,167,295 1,159,266

  

非流動負債總值 4,803,448 4,434,096
  

資產淨值 6,631,338 6,683,5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34,535 134,560
儲備 6,166,168 6,221,1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權益總額 6,300,703 6,355,749
非控股權益 330,635 327,751

  

股本權益總值 6,631,338 6,683,50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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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中期財務
報表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獲授權刊發。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
將於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情載
列如下。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並覽（倘相關）。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的該等中期財務報表
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Covid-19 — 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外，本集團尚未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並未生效的
新訂準則或其詮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的影響於下文討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Covid-19 — 相關租金寬減」

本集團先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實際權宜方法，以致其作為承租人在符合資
格條件的情況下毋需評估由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直接引發的租金寬減是否構成租賃修改。
其中一項該等條件要求租賃付款的減少僅影響原定於指定時限或之前應付的款項。二零
二一年修訂本將該時限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年度提前採納二零二一年修訂本。由於時限延長，若干先前因原有時
限不合資格應用實際權宜方法的租金寬減獲得應用資格。因此，先前入賬列作租賃修改
的該等租金寬減現入賬列作負可變租賃付款，並於事項或條件觸發該等付款的期間內於
損益中確認。概無對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中編製或呈列的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
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該等修訂就以下事項提供有針對性的寬免：(i)將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的合約
現金流量釐定基準的變動作為修改入賬，及 (ii)因銀行同業拆息改革而以另一基準利率
取代利率基準時，終止會計對沖。該等修訂對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影響，因為本集團
並無須進行銀行同業拆息改革並與基準利率掛鈎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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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本集團主要業務及地域劃分之
綜合收入及經營虧損貢獻分析如下：

貿易及製造 物業投資及發展 農林業務 其他 集團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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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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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1,551,503 930,897 186,089 618,059 414 7,163 – – 1,738,006 1,556,119
          

分部業績 (34,426) (43,640) 65,975 58,438 (17,285) (11,994) (38,048) (41,957) (23,784) (39,153)
對賬：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 (134) – – – – – – 1 (134)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 – – – – – (4) (22) (4) (22)
— 財務費用 (82,678) (102,350)

  

除稅前虧損 (106,465) (141,659)
  

按地域劃分 # ：

收入 經營虧損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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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包括香港及澳門 291,842 691,368 8,773 10,230

美國 966,913 498,414 (21,065) (28,999)

歐洲 341,589 237,800 (8,320) (13,098)

日本 2,537 8,318 (63) (454)

其他 135,125 120,219 (3,109) (6,832)
    

1,738,006 1,556,119 (23,784) (39,153)
    

# 按地域劃分之收入乃按貨品付運的目的地及╱或服務提供之地點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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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成本 1,456,512 913,779
竣工物業銷售成本 55,517 476,236

  

1,512,029 1,390,015
  

折舊：
 — 自有物業、機器及設備 25,119 23,792
 — 生產性植物 1,031 1,090
 — 使用權資產 41,174 45,747

  

67,324 70,629
  

4.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借貸利息 70,121 96,353
租賃負債利息 14,520 12,554
減：資本化金額 (1,963) (6,557)

  

82,678 102,350
  

5. 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於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提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在中國產生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以稅率2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計提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
稅溢利稅項以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所經營業務之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其作財務報告用途賬面值之間的一切暫時性差
異計提遞延稅項。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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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08,27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45,156,000港元）及按以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於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 (108,279) (145,156)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扣除為股份
 獎勵計劃而持有之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12,982,892 12,982,892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的影響 234,287 754,904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之股份的影響 206,161 206,161
  

用於每股攤薄盈利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423,340 13,943,957
  

本公司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攤薄影響，
因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於此兩個期間均高於市場平均股價。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為發行
在外之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

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投資物業及在建工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價值約為161,627,000港元及14,804,000港元
之若干物業已分別由在建工程及物業、機器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貿易賬款約521,637,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9,276,000港元）已扣除虧損撥備，其中大部分賬款之賬齡為六個月以內。

本集團在有客觀跡象顯示到期應收賬款不能按有關賬款之原本條款收回的情況下確認
特定虧損撥備。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按賒賬形式進行，賒賬期一般由一至三個月不等，視乎
各種因素包括貿易慣例、收回賬款記錄及客戶所在地。每名客戶均有一個最高信貸限額。
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並設有信貸控制部門監控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
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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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約1,003,608,000港 元（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958,358,000港元），其中大部分賬款之賬齡為六個月以內。

11. 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0股普通股 — 每股面值0.01港元 200,000 200,000
3,000,000,000股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 每股面值0.02港元（附註） 60,000 60,000  

法定股本總額 260,000 26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3,221,302,172股（二零二零年：13,221,302,172股）普通股 
 — 每股面值0.01港元 132,213 132,213
116,100,631股（二零二零年：117,350,631股）可贖回可換股
 優先股 — 每股面值0.02港元 2,322 2,347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總額 134,535 134,560  

附註：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可由本公司於其發行後隨時全權酌情贖回。可贖回可換股優
先股持有人按比例份額享有本公司董事會酌情決定向本公司普通股股東宣派之
任何股息或分派。應付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持有人之股息或分派不予累計。可贖
回可換股優先股不會賦予其持有人接收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或出席大會及於會
上投票之權利，除非將予提呈決議案乃修訂或撤銷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持有人之
權利或特權或將本公司清盤則作別論。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於本公司清算、清盤
或解散下進行資產分派時優先於普通股，惟只限於相等於相關可贖回可換股優先
股之總發行價之金額。餘下的資產屬於及須按同等地位之基準分派予普通股持有人。

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之變動如下：

已發行

普通股

已發行

可贖回

可換股

優先股 股份溢價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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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32,213 2,347 1,487,930 1,622,490
於期內贖回1,250,000股可贖回
 可換股優先股 – (25) (975) (1,0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32,213 2,322 1,486,955 1,62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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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續）

已發行
普通股

已發行
可贖回
可換股
優先股 股份溢價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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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32,213 7,576 1,691,871 1,831,660

於期內贖回8,962,500股可贖回
 可換股優先股 – (179) (6,991) (7,17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32,213 7,397 1,684,880 1,824,490
    

已發行股份數目之變動如下：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

可贖回

可換股

優先股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3,221,302 117,351
於期內贖回 – (1,25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3,221,302 116,101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
可贖回
可換股

優先股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3,221,302 378,813

於期內贖回 – (8,96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3,221,302 36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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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概要及主要表現指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1,738,0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556,000,000港元），相比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12%。本期
間除稅後虧損約為109,200,000港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為146,500,000港元。
收入及經營業績改善主要因業績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逐步恢復所致。
本集團整體財務、業務及貿易狀況維持穩健。

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為0.8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虧損1.1
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貿易及製造、物業投資及發展與農林業務。

貿易及製造

貿易及製造分部主要包括 (i)玩具產品OEM製造，(ii)鞋類產品貿易及 (iii)品牌球
類 產 品 銷 售。該 分 部 於 本 期 間 錄 得 收 入 增 加67%至 約1,552,000,000港 元（二 零 
二零年：約931,000,000港元）及經營虧損約34,400,000港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
錄得約43,600,000港元。

(i) OEM玩具製造

本 期 間OEM玩 具 業 務 錄 得 收 入 約1,470,000,000港 元（ 二 零 二 零 年：
約874,000,000港元），相比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68%。

自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初嚴重影響全球經濟以來，經過大
規模疫苗接種後，美國失業率於二零二一年七月錄得約5.4%的較低水平。
美 國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經 濟 及 市 場 消 費 逐 步 改 善，本 集 團 來 自 美 國 及 其 他
國家之主要客戶的玩具訂單亦有所增加。

本期間，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對生產成本（包括勞工及材料成本）及物流成
本均造成重大影響。此外，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升值、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高原材料成本及航運集裝箱不足進一步加劇了對生產成本的影響。因此，
本集團面臨成本控制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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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本集團面臨高生產及物流成本，但另一方面，倘競爭對手無法有
效及高效監察嚴峻的市場情況，則將會被淘汰，繼而讓本集團穩佔其市場
領先地位，並增強其與客戶議價的能力，以確保其經營溢利。

(ii) 鞋類產品貿易

本 期 間，鞋 類 貿 易 業 務 收 入 增 加39%至 約68,200,000港 元（二 零 二 零 年：
約48,900,000港元），主要由於實行有效管理，透過於越南、柬埔寨及孟加拉國
等國家（中國大陸除外）實現有效成本控制及生產多樣化獲得競爭優勢，
繼而令該分部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及中美貿易戰造成的挑戰下獲得新訂單。
該分部的經營業績整體平穩，但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或會進一步提升。

(iii) 品牌球類產品銷售

本期間，品牌球類產品銷售收入增加106%至約10,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約5,000,000港元），主要由於體育賽事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逐步
恢復。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擁有當地「利生」品牌，涵蓋足球、籃球、排球等
各種球類產品，而今年是利生100週年。鑒於中國大陸於東京夏季奧運會
取得的成就，中國大陸當局計劃增加數萬億人民幣的體育支出，這會成為
經濟增長動力，而預期該行業的業務亦將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長。

物業投資及發展

本期間，物業投資及發展分部所得收入大幅下降70%至約186,100,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約618,100,000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二零年初將過往年度預售物業所
有權轉移予買方並確認其銷售所得款項所致。本期間，該分部經營溢利（包括
投 資 物 業 公 平 值 變 動）約 為66,000,000港 元（二 零 二 零 年：約58,400,000港 元）。
不計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該分部錄得經營溢利約66,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約56,500,000港元），相比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18%。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及香港的物業投資組合總建築面積分別為約690,000平方米
及約280,000平方呎（約26,000平方米）。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投資物業大多位於
南京、瀋陽及天津的黃金地段。



– 14 –

鑒於中央政府於全國範圍內有效控制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中國大陸經濟的
增長步伐超逾其他國家。本期間，本集團位於香港、南京、瀋陽及天津的租賃
組合產生穩定租賃收入，達118,2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約12%。

除租賃外，本集團繼續集中發展位於瀋陽的旗艦物業項目（即中環廣場），該
項目地處地鐵站正上方的黃金住宅地段。該項目總建築面積逾500,000平方米，
屬綜合用途項目，著重為居民提供城市化及便利生活。

中環廣場第一期建築面積約為170,000平方米，包括待售的兩座住宅大樓及
一座服務式公寓大樓以及供租賃的一座零售商場。儘管公眾對住宅物業的需求
受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及政府有關住宅物業的政策所影響，但迄今為止，
住宅大樓及服務式公寓近50%可售面積已售出。鑒於中環廣場坐落於黃金住宅
地段，管理層對二零二一年及以後的銷售及租金貢獻持審慎樂觀態度。此外，
預期第二期發展項目將提升第一期的價值及回報。

農林業務

本期間，該分部所得收入下降約94%至約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7,200,000
港元），經營虧損上升約44%至約17,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2,000,000港元）。
生產性植物結餘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30,800,000港元略微下跌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30,100,000港元。以相關附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
呈列，生產性植物結餘下跌約3%，乃主要由於本期間生產性植物折舊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而資本負債比率為 39%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0及34%）。資本負債比率乃以本集團長期
銀行借貸額2,559,000,000港元對比本集團股本權益6,631,000,000港元計算。本集
團之經營及投資繼續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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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兌換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經營業務，並面對各種外幣匯兌風險，主要乃關於
人民幣及美元。匯兌風險產生自未來商業交易、於中國大陸業務確認的資產、
負債及投資淨額。本集團透過密切監測匯率走勢以管理外幣匯兌風險及於適
時簽訂遠期合約。

資本結構

除闡述於本中期業績公告附註11內之贖回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份，本集團之
資本結構與最近刊發之年報比較並無重大變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或然負債

本集團代表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所開發且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發出相
關房產證的物業單位之買家，向金融機構提供總金額約64,000,000港元的擔保。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部分物業單位已移交予買家及先前預
收款項已於損益表內確認。有關擔保將於發出房產證時解除。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的或然負債與最近刊發之年報比較並無重大變動。

前景

隨著Delta變異病毒株湧現，預期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將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
除疫情外，中美貿易戰及人民幣升值亦造成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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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市況，於可預見的中短期內採取審慎的成本控制及
資源部署方針，以在不明朗及挑戰重重的環境下保持競爭力及可持續性。同時，
本集團將致力確保香港及中國大陸的租賃業務產生穩定租賃收入。就長期而言，
管理層對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物色及獲取業務機遇持樂觀態度，從而將繼續為
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創造收益及價值。

貿易及製造

一方面，本集團將透過重組行動繼續控制其製造成本及開支，包括將生產從
深圳及東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轉移至廣西及越南（低勞動力成本地區）、
簡化及整合操作程序以及擴大自動化的使用；另一方面，本集團將通過其產品
開發中心向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主要客戶提供一站式綜合解決方案及產品開發
服務，以提升服務多樣性，從而獲得相對於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並增強其
業界認可的知名度。

為迎接聖誕節及新年的傳統購物季節，客戶通常在每年的第三季度下達大量
訂單。本集團將致力獲取其長期忠誠客戶的訂單。

鑒於疫情及中美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採用審慎且具成本效
益的策略，以將市場風險降至最低。由於人民幣升值趨於穩定，本集團預期
原材料價格將保持相對穩定。

物業投資及發展

物業投資

我們將繼續於中國大陸各物業實施商業化及轉型，包括但不限於瀋陽商場（即
星匯廣場，目前為瀋陽最受歡迎的以皮草為主題的購物商場之一），以提升出
租率及租金貢獻。我們計劃將星匯廣場轉型為兼容各類零售商及百貨商店以
及兼具娛樂及體驗特色的商城，擴大向不同年齡段及喜好的不同客戶及家庭
提供的選擇。除星匯廣場外，本集團致力於透過物色及招募潛在租戶以提高
中環廣場零售商場的出租率，而預期有關商場將於今年年底前開業，並將持
續產生租金收入。



– 17 –

本期間，本集團作為一名有關愛的業主向香港及中國大陸的若干租戶給予臨
時租金減免，而該等減免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鑒於香港及
中國大陸的疫情情況已相對穩定，兩地的經濟會逐步復甦，預期今年下半年
將無需進一步給予租金減免，繼而將確保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

物業發展

鑒於中國大陸經濟從疫情困境中快速復甦，本集團對二零二一年及以後瀋陽
中環廣場住宅單位的銷售持審慎樂觀態度，原因為中環廣場坐落於黃金住宅
地段，具有地鐵可直達以及兼容餐館與零售店的繁榮步行街的優勢。此外，
中環廣場的商場開業預期會加速其單位的銷售。

由於中環廣場第二期面向第一期的位置被一條街道隔開，故其初步工程將於
與若干頑固居民達成解決方案後動工。第二期亦為綜合發展項目，其主題定
位與第一期一致。

本集團將繼續研究南京及天津的部分其他土地儲備資產由工業用途轉為商業
用途，以期提高土地價值及該等土地用途轉換後的開發回報。本集團發展大
型房地產項目的策略保持不變。

農林業務

本集團現於中國大陸多個主要省份長期承租逾517,000畝（約344,000,000平方米）
林地、農地、魚塘及湖面，並集中種植水果及農作物（例如蘋果、冬棗、桃、梨
及玉米）；及養殖禽畜（例如豬隻）以作銷售。本集團將繼續發掘種植高利潤率
品種的機會，並集中改善收成、銷售分銷渠道、利用各種資源及實行成本控制
以改善該分部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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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以下載列本集團面對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惟並不詳盡，除下文概述的
主要風險外亦可能有其他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與貿易及製造有關的風險

宏觀經濟環境

本集團設計及製造各類玩具、鞋和其他皮革產品。我們的客戶向全球各地的
終端客戶銷售該等產品。因此，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取決於我們產品最終銷售
市場的非必需品消費水平。經濟衰退、信貸危機及其他經濟低迷會導致消費
者可支配收入減少，消費者信心下降，繼而導致客戶訂單減少。

成本增加

因原料、運輸、中國大陸最低工資立法或遵守現有或日後監管要求導致的成
本增加或會影響本集團銷售產品實現的利潤率。此外，本集團日後可能面對
產品責任訴訟或產品召回，或會有損我們的業務。

與物業投資及發展有關的風險

與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有關的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物業組合位於中國大陸，因此面對與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有關
的風險。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經營亦受政策變更、人民幣匯率變動、利率變動、
供需失衡及整體經濟狀況等風險的影響，該等因素或會對本集團的業務、
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不利影響。

與香港房地產市場有關的風險

香港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狀況、立法和監管變更、政府政策與政治環境亦對
本集團自位於香港之物業組合賺取收益有所影響。政府或會不時推出樓市降
溫措施。香港租金水平或會受到第一產業供應引致的競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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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林業務有關的風險

與自然災害或不利天氣有關的風險

本集團的農林業務易受乾旱、洪水、地震與環境災害等自然災害及不利天氣
的影響。我們的種植區內或周邊發生任何上述事件或會導致產量減少或生產
延誤，繼而對本集團的業務及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本集團會定期審查，集中降低各業務單位的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巿規則附錄十四之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狀況除外：

未能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及第A.6.7條

吳鴻生先生（主席及執行董事）、吳旭洋先生（執行董事）、吳旭峰先生及David 
Michael Norman先生（均為非執行董事）、趙善真先生及甘耀成先生（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因需處理其他重要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因此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及第A.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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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進展

(i) 對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相關人士

1. 著作權侵權案

如本公司最近刊發之年報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未有重大變動。

2. 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案

如本公司最近刊發之年報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未有重大變動。

3. 損害股東利益責任糾紛案

如本公司最近刊發之年報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未有重大變動。

(ii) 於天津濱海新區一塊土地開發權

違約案

該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庭審理完畢，目前等待判決。

(iii) 南沙土地仲裁案

二零二一年三月，輝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就廣州
市南沙區黃閣鎮大塘村民委員會（「大塘村委」）未依約向其轉讓土地之違
約行為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貿仲」）提出仲裁，要求大塘村委
依法賠償損失。貿仲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組成仲裁庭，目前等待開庭通知。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以書面制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現由五名成員組成，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甘耀成先生（審核委員
會主席）、趙善真先生、謝黃小燕女士及龐愛蘭女士，BBS • 太平紳士）及一名
非執行董事（即David Michael Norman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並認為該編製乃按照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充足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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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cholding.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將於適當時候刊載於上述網站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南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吳鴻生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張賽娥女士、Richard Howard  
Gorges先 生 及 吳 旭 洋 先 生；(2)非 執 行 董 事：吳 旭 茉 女 士、吳 旭 峰 先 生、 
David Michael Norman先生及李遠瑜女士；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善真先生、
謝黃小燕女士、甘耀成先生及龐愛蘭女士，BBS •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