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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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於 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 份 代 號 ： 173）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摘要  
 
K. Wa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營業額為港幣 864,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港幣 584,000,000 元） 

 本期溢利為港幣 435,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港幣 180,000,000 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溢利為港幣 411,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港幣 157,000,000 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總全面收益為港幣 1,862,000,000 元  

 （二零一零年：港幣 347,000,000 元） 

 每股盈利為港幣 16.10 仙（二零一零年：港幣 6.35 仙）  

 在競爭激烈市場下，本集團仍然錄得滿意的銷售及預售 

 所有項目進展理想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四日向名列在二零一一年十月七日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

股東派發截至本期末之以股代息（附現金選擇）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 仙，合共港幣

51,062,000 元（二零一零年：中期現金股息，每股港幣 1 仙，合共港幣 25,506,000 元）。 

 
派發股份股息，須待經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批准將予發行作為股息之股

份上市及掛牌買賣，方可作實。預期有關該等股份之股票及股息單將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四日郵寄予股東。本公司將稍後寄發予股東一份載有以股代息建議詳情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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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重列)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863,735  583,505
銷售成本 (290,603)  (175,962)
毛利 573,132  407,543
   
其他營運收入 24,855  27,492
其他淨收益 169,102  16,173
其他營運費用 (94,489)  (39,972)
行政費用 (181,314)  (134,97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8,175  20,982
財務費用 (10,895)  (5,553)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 3,234  28,953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1,531)  (29)
除稅前溢利  4 530,269  320,616
   
稅項支出 5 (95,060)  (133,032)
   
來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利 435,209  187,584
   
已終止經營業務   
來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6 -  (7,423)
   
本期溢利 435,209  180,161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10,824  157,290
非控制性權益 24,385  22,871
 435,209  180,161

   
   
 港仙  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盈利 7   
    基本 16.10  6.57
    攤薄 16.03  6.5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   
    基本 -  (0.22)
    攤薄 -  (0.22)

經營業務之每股盈利   
    基本 16.10  6.35
    攤薄 16.03  6.3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 8   
    中期 51,062  2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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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重列)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435,209 180,161
   
其他全面收益   

非流動投資公平值之變動  1,264,126 168,984
    轉入投資物業之土地及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4,132

兌匯率調整  208,176  23,658

本期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1,472,302 196,774

   
本期總全面收益  1,907,511 376,935

   
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862,352 347,126
非控制性權益  45,159  29,809
  1,907,511  37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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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68,190 492,383
投資物業  4,483,499 4,565,47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6,581 16,288
共同控制實體  2,726,913 2,608,155
聯營公司  1,255,157 1,193,796
非流動投資  2,690,736 1,426,610
遞延稅項資產  43,921 35,149
其他非流動資產  103,462 99,176

  11,888,459 10,437,036
流動資產     
 發展物業  10,123,243 9,460,026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9 218,482 124,623
 可收回稅項  1,711 1,631
 結構性銀行存款  455,964 155,130
 現金及銀行結餘  3,138,101 3,079,871
   13,937,501 12,821,281
   
總資產  25,825,960 23,258,317

   
權益   
股本  255,303 255,082
儲備  11,819,289 9,953,423
股東權益  12,074,592 10,208,505
非控制性權益  963,044 896,919
總權益  13,037,636 11,105,424
   
負債     
非流動負債     
 借貸  5,736,011 5,661,799
 遞延稅項負債  845,651 808,206

  6,581,662 6,470,005
流動負債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  67,198 67,218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3,441,122 1,521,794
 借貸之現期部份   2,132,252 3,417,200
 應付稅項  566,090 676,676
  6,206,662 5,682,888
  
總負債  12,788,324 12,152,893

總權益及負債  25,825,960 23,258,317

流動資產淨值  7,730,839 7,138,39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9,619,298 17,57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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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採用歷史成本會計法，並就投資

物業之重估及非流動投資之公平值列賬作出修訂及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成。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應與截至二零一

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財務報表一併閱讀，該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財務準則」）編製的。 

 

除以下所列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所應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採納經修改財務準則 

 

在二零一一年， 本集團採納下列與其業務相關之經修改準則、修訂及詮釋。 

 

會計準則 24（修改） 關聯人士的披露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9 以股本工具抵消金融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五月公佈對財務準則之年度修訂 

 

會計準則 1（修訂） 呈列財務報表 

會計準則 27（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會計準則 32（修訂） 金融工具：呈列 

會計準則 34（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財務準則 3（修改） 業務合併 

財務準則 7（修訂） 金融工具披露 

 

本集團已評估上述經修改準則、修訂及詮釋後之影響， 認為無論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或會

計政策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 均無任何重大影響及改變。 

 

尚未生效之準則及修訂 

      
  於會計年度

  或以後生效

會計準則 1（修訂） 呈列財務報表 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

會計準則 19（修訂）  員工福利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27（2011 ） 獨立財務報表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28（2011 ） 聯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7（修訂） 金融工具披露 - 金融資產轉讓 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

財務準則 9 金融工具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10 綜合財務報表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11 合營安排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12 其他實體利益披露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13 公平值之計量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 6 - 

1. 編製基準 (續) 
 

本集團未有提早採納上述與其業務相關之準則及修訂，並且未能確定於採納後會否對本集團之

會計政策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帶來重大改變。 
 

 

2. 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本集團在二零一零年十月三日出

售一附屬公司，從此，本集團終止在日本從事機器貿易經營之業務。根據本集團交予負責分配

資源、評估營運分部表現及作出策略性決定之主要決策者之內部財務報告，業務分部包括物業

發展及物業投資。本集團以董事會為主要決策者。 
 
分部表現是扣除利息、稅項、折舊、攤銷及若干項目前之盈利 (「經調整除利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利」)。若干項目包括其他營運收入/費用、其他淨收益/虧損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

動。「經調整除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利」 也不包括共同控制實體及聯營公司之應佔業

績。業務分部之間沒有任何銷售或貿易交易。其他代表企業活動之費用，包括中央庫務管理及

行政職能。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遞延稅項資產、其他非流動資

產、物業、應收賬款及預付款、可收回稅項及現金、存款及銀行結餘。其他資產主要包括非流

動投資及其他非營運之中央資產。分部負債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應付共同控制實

體、借貸、現期及遞延稅項負債。其他負債包括非業務分部營運所產生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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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總額 經營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營業額 670,634 37,921 22,014 133,166 - 863,735 -

經調整除利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利 406,405 (20,830) 11,383 112,152 (111,035) 398,075 -

其他淨收入及支出/淨收益   (65,568) -
出售一投資物業之收益  165,036  165,036 -
折舊及攤銷   (6,257)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8,175  48,175 -

財務費用   (10,895) -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 (1,650) 4,884  3,234 -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1,531)  (1,531) -

除稅前溢利   530,269 -

稅項支出   (95,060) -
本期溢利   435,209 -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1,506,770 12,283,524 78,709 4,682,355 - 18,551,358
其他資產 - - - - 3,292,532 3,292,532
共同控制實體 2,011,194 715,719 - - - 2,726,913
聯營公司 1,255,157 - - - - 1,255,157
總資產 4,773,121 12,999,243 78,709 4,682,355 3,292,532 25,825,960
總負債 2,220,676 8,968,825 18,045 1,544,251 36,527 12,788,324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重列)  
營業額 178,946 279,418 - 125,141 - 583,505 33,490

經調整除利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利 91,531 156,396 (648) 111,178 (82,069) 276,388 (7,105)

其他淨收入及支出/淨收益  3,693 (76)
折舊及攤銷   (3,818) (7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0,982  20,982 -
財務費用  (5,553) (169)
共同控制實體之應佔溢利 1,408 27,545  28,953 -

聯營公司之應佔虧損 (29)  (29) -

除稅前溢利/(虧損)   320,616 (7,423)

稅項支出   (133,032) -
本期溢利/(虧損)   187,584 (7,423)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1,726,852 10,902,290 72,774 4,811,657 - 17,513,573
其他資產 - - - - 1,942,793 1,942,793
共同控制實體 1,911,729 696,426 - - - 2,608,155
聯營公司 1,193,796 - - - - 1,193,796
總資產 4,832,377 11,598,716 72,774 4,811,657 1,942,793 23,258,317
總負債 2,746,973 7,731,998 26,120 1,599,727 48,075 12,15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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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料 （續） 
 

地區分部資料 

 
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三個 (二零一零年：四個) 主要地區從事業務。 
 
截至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營業額，及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及二

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非流動資產總額按地區分佈如下: 

 
營業額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682,086  190,782
中國內地  150,449  383,184
新加坡  31,200  9,539
  863,735  583,50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日本  -  33,490
  863,735  616,995

    
非流動資產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6,456,164  5,220,720
中國內地  5,239,388  5,036,504
新加坡  192,907  179,812
  11,888,459  10,437,036
 
 
  

3.  營業額  (重列)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物業銷售 730,569  458,364
租金收入 133,166  125,141
 863,735  58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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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利 
 

  (重列)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持續 持續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利已計入：  
匯兌溢利淨額 4,109 15,939 -
利息 22,765 14,968 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12 -
出售一投資物業之收益 165,036 - -

  
及已扣除：  
銷售存貨成本 - - 27,015
銷售物業成本 281,393 166,632 -
折舊 (資本化後) 6,208 3,464 7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49 354 -
匯兌虧損 - - 101
房地產之經營租賃租金 712 604 49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43 - -

 
 
5. 稅項支出 
 

   (重列)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本期間   
香港利得稅 52,203  9,777
中國內地   

-   所得稅 17,858  49,604
-   土地增值稅 9,810 74,506

海外稅項 1,942  430
往年度(多)/少撥備 (201) 1,448

遞延稅項 13,448 (2,733)
 95,060 133,032

 
香港利得稅乃按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利減承前可用之稅項虧損後依 16.5% (二零一零年：

16.5%)稅率提撥。國內及海外稅項乃按國內及海外國家之現行稅率就海外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應

課稅溢利作出撥備。 

 
中國土地增值稅乃就土地價值的增值金額（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扣除包括土地使用權租金開

支及所有房地產開發開支的可扣減開支）按介乎 30%至 60%不等的適用遞進稅率徵收。此等

稅項已計入損益表中列作稅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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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終止經營業務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3,490
銷售成本及營運費用   (40,913)
除稅前虧損   (7,423)
稅項支出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7,423)

 
已終止經營業務是指在日本從事機器貿易之公司，該公司自二零一零年十月起不再是本集團的

附屬公司。 
 

7. 每股盈利 
  

本期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計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

之溢利 410,824 162,857 - (5,567) 
     
   股份數目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股份加權平均數 2,551,612,000 2,475,090,000
    
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認股權  11,225,000 14,417,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股份加權平均數 2,562,837,000 2,489,507,000

 
8.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派發截至本期末之以股代息（附現金選擇）之中期股息港幣 51,062,000 元（即每

股港幣 2 仙）（二零一零年：中期現金股息，每股港幣 1 仙，合共港幣 25,506,000 元）。此項擬

派發股息將於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列作盈餘儲備分派。 

 
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易賬款，扣除撥備    7,799  7,072
 其他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60,105  52,590
 土地預付款，扣除減值     9,706  9,706
 預付款及按金      140,872  55,255
       218,482  124,623
  

 
        



 

- 11 - 

 
9.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續） 

 
 
本集團之應收貿易賬款主要來自租金。租金在每個租賃期開始或之前支付。 

 
本集團之應收貿易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後依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7,681  7,019
 二至三個月 77  11
 四至六個月 -  42
 六個月以上 41  -
  7,799  7,072

 
 
10.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易賬款      219,659  340,476
 其他應付賬款      34,546  44,757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之款項    52,248  124,407
 應計營運費用  60,500  52,247
 物業銷售之預售款項  2,985,861  862,790
 已收租金按金 88,308  97,117
       3,441,122  1,521,794

  
 本集團之應付貿易賬款依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      219,659  34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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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之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經營業務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營業額及溢利分別為港幣 864,000,000 元及港幣

435,000,000 元，相對去年之經重列金額為港幣 584,000,000 元及港幣 180,000,000 元。營業額

主要來自嘉御山及上海慧芝湖二期之銷售，及上海嘉華中心之租金收入。 

 
中國內地的物業發展及投資 

 

儘管上海的市場競爭相當激烈，但本集團於去年年底成功將慧芝湖三期其中三棟推出市場

預售。是次預售市場反應熱烈，因此，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乘勢加推一棟。銷售依然

理想，錄得超過人民幣20億元的合約銷售額，項目竣工後將為本集團帶來十分可觀的進賬。

在投資物業方面，上海嘉華中心在本期內保持理想的出租率，租金水平吸引。其他發展項

目正如期進行，並且進度良好。 
 
香港的物業發展及投資 

 
二零一一年上半年，香港的物業市場持續活躍。本集團已落成物業 - 嘉御山仍然錄得滿意

的銷售收入。剩餘的單位接近售罄。另一東半山豪華住宅項目嘉岶薈現部署銷售。此外，

我們於二零一一年六月完成出售整楝上環投資物業嘉滙商業中心，為本集團錄得約港幣

165,000,000 元之淨收益。其他發展項目皆按計劃進行，進度理想。 
 
於銀河娛樂集團有限公司（「銀河娛樂」）的投資 

 

本集團繼續持有銀河娛樂的投資，以公平值列賬。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銀河娛樂之

股價升至每股港幣16.56元，相對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價為每股港幣8.78元。

約港幣1,264,000,000元的公平值重大變動之升幅已計入儲備中。 

 

展望 

 
雖然政府多次推出監管措施及收緊貨幣政策以壓抑中港兩地的通脹，避免資產泡沫，然

而，中國內需消費鞏固著國內本土經濟，加上十二五規劃有關推動家庭收入的政策將進一

步支持國內經濟。儘管近日股票市場有所調整， 本集團對香港及中國內地之經濟仍持謹慎

樂觀。我們將密切關注不斷變化之環境，持續檢討市場推廣計劃和施工進度，以符合本集

團最佳利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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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檢討 
 

(1) 財務狀況 
 

本集團之財務狀況持續強健。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資金運用之總額約為港幣

21,000,000,000 元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20,000,000,000元）。 

 

於本期內，若干的認股權之行使令本公司之已發行股份數目增加。然而，所產生之攤

薄效應較微。 

 

(2) 流動資金及負債比率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結餘為港幣3,594,000,000元。負債比率

(定義為未償還之總借款額減除現金及銀行結餘及存款與總資產減除現金及銀行結餘

及存款相比)在 19%之滿意水平。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本集團成功與九間國際及本地銀行落實一項港幣 1,470,000,000 元

的銀團貸款。有關貸款將用作再融資及一般營運用途，以提升集團的流動資金。 

 

本集團之流動資金及負債比率穩健，備有充裕之資金，以應付日常營運需求及項目發

展。 

 

(3)  庫務政策 

 

本集團管理外匯繼續以保守政策及控制風險為主，本集團借貸以港幣為基礎，並在認

為適當及可行的時候，利用外幣掉期合約與外幣之組合作風險對沖。本集團亦在適當

的情況下，利用利率掉期合約以避免因利率大幅波動而影響本集團之營運。於本期

內，本集團並無投資任何衍生工具。 

 

(4)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若干附屬公司之抵押資產（包括投資物業、發展物

業、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建築物）合共賬面值港幣10,023,000,000元（二零一

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0,621,000,000元）給予銀行作為本集團借貸之擔保。 

 

(5) 擔保 

 

本公司已就若干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聯營公司分別取得之港幣6,569,000,000元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7,094,000,000元）、港幣2,521,000,000 元（二零一零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2,521,000,000元）及港幣1,650,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幣 1,650,000,000元）之信貸額，向銀行及財務機構出具擔保。其中已動

用之信貸額分別為港幣5,474,000,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414,000,000

元）、港幣1,622,000,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22,000,000元）及港幣

1,054,000,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05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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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一本集團佔有權益之公司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之履行合約承擔，向香港特

別行政區政府作出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僱員總人數為 444 人（不包

括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於本期內，僱員成本（不包括董事酬金）合共約港幣

123,000,000 元。 

 

本集團相信公司的成功及其業務得以長遠發展，關鍵在於我們僱員的素質、工作表現及承

擔。本集團的薪酬制度旨在提供具競爭力的薪酬水平以吸引、挽留及激勵潛質優秀及能幹

之僱員。本集團相信僱員現時之薪酬福利，在同儕中是公平、合理及具市場競爭力的。 

 

本集團已為其行政人員及僱員設立一項認股權計劃，藉此提供具競爭力的薪酬及長期挽留

優秀人才。該計劃在獲得股東批准後於一九八九年開始推行。此外，本集團亦參照內地市

場的薪酬水平，釐定中國內地僱員的薪酬福利，並著重為僱員提供培訓及發展的機會。 

 

企業管治 
 

於本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 A.2.1 及第 A.4.2 條規定除外。關於偏離該等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載於本公司二零一零年年報之企業管治報告書內「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一

節中提及之理據依然成立。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有關事項，於適當時候作出相應措施。 

 
董事會變動 

 
董事會歡迎歐文柱先生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五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

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以及黃桂林先生將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六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

立非執行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將他們的寶貴經驗貢獻予本集團。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於二零一一年八月十九日召開會議，及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

則及慣例，並討論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本集團截至本期末之未經審核中

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獨立核數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立核數師執行中期財務資料審閱」而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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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證券。 

 
暫停辦理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三日至二零一一年十月七日（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

票過戶登記手續。如欲收取擬派之中期股息，務請閣下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票過戶登記分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至1716室，

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於網站刊載之進一步資料 
 
本公佈將分別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kwih.com）及港交所發放發行人資訊的專用網站

（www.hkexnews.hk）。二零一一年度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資料，將於二零一

一年九月下旬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登載於本公司及港交所之網站。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行董事為呂志和博士（主席兼董事總經理）、呂耀東先生、鄧呂慧瑜            

女士、呂耀華先生及張嫚芸女士；非執行董事為鄭慕智博士；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陳有慶

博士、廖樂柏先生、葉樹林博士、潘宗光教授及歐文柱先生。 

 

 

                  承董事會命 
            K. Wa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李慧君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