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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之内容概不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
整性亦不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
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ASIA ORIENT HOLDINGS LIMITED 

汇汉控股有限公司* 
（于百慕大注册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214
）

 

 
 截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業績公佈 
 

       

财务摘要 

（除另有注明外，金额以百万港元列示）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变动   

       

收入 2,740  2,632  +4%   
       

经营溢利 2,185  1,623  +35%   
       

本公司股东应占溢利 1,007  554  +82%   
       

每股盈利－基本（港元） 1.20  0.66  +82%   

       

       

资产总值 48,565  43,893  +11%   
       

资产净值 27,448  23,126  +19%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4,677  12,229  +20%   
       

负债净额 15,819  17,920  -12%   

       

       

酒店物业以估值编列之补充资料：    
       

经重估资产总值 54,091  49,448  +9%   
       

经重估资产净值 33,499  29,219  +15%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7,452  15,023  +16%   
       

资产负债比率－负债净额与经重估资产净值比率 47%  61%  -14%   

       

 
* 仅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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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截
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综合业绩連同截至二零二零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比较數
字如下： 
 
综合损益账 
截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注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488,923 2,031,758  
    
产品及服务销售、租赁及其他收入  251,440 600,280 
    
      
总收入 2 2,740,363 2,632,038  
    
销售成本  (66,084) (241,103) 
    
    
毛利  2,674,279 2,390,935  
      
销售及行政开支  (239,980) (266,968) 
      
折旧  (203,904) (217,732) 
      
投资收益╱(亏损)净额 3   
      

  已变现及未变现收益╱(亏损)净额  335,714 (64,239) 
      

  预期信贷亏损  (139,674) (92,791) 
      
投资物业之公平价值亏损  (241,715) (125,949) 
     
     
经营溢利  2,184,720 1,623,256 
      
融资成本净额 5 (406,686) (625,394) 
      
应占溢利减亏损 
  合营企业  

 
85,193

 
 64,433

 
 

  聯营公司  (82,650) (142,835) 
     
     
除所得税前溢利  1,780,577 919,460 

      
所得税开支 6 (69,996) (3,996) 
    
    
年内溢利  1,710,581 915,464 
     

 
应占： 

 
 

 
 

      
  本公司股东  1,006,781 553,577 
  非控股权益  703,800 361,887 
    
    
  1,710,581 915,464 
    

     
每股盈利（港元）    
      
  基本 8 1.20 0.66 
    
  摊薄 8 1.2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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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内溢利  1,710,581  

 
915,464  

      

其他全面收益 /（开支）      

已予重新分类或日后可能重新分类为损益之项目：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债务证券的公平价值收益 / (亏损)净额  2,274,183  (2,179,648 ) 

      

现金流对冲      

   －公平价值亏损  (44,007 ) (35,061 ) 

－财务投资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46  -  

       

汇兑差额  60,817  (30,811 ) 

       

应占合营企业之汇兑差额  186,814  (141,188 ) 

       

不会重新分类为损益之项目：      

         

    由物业、厂房及设备转至投资物业而产生之重估收益  -  22,225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证券的     

 
 

      －公平价值收益 / (亏损)净额  113,666  (218,300 ) 

      －已变现收益  6,134  186  

  2,610,653  (2,582,597 ) 

      
      

年内全面收益 /（开支）总额  4,321,234  (1,667,133 ) 

      

      

      

应占：      

本公司股东  2,447,420  (851,742 ) 

非控股权益  1,873,814  (815,391 ) 

      

  4,321,234  (1,667,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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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产负债表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注 二零二一年  二零二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动资产      
  投资物业  9,454,087  9,693,400  
  物业、厂房及设备  8,013,671  8,122,670  
  合营企业及聯营公司之投资  4,791,881  4,652,194  
  应收合营企业及聯营公司款项  2,126,982  1,981,167  
  应收贷款  1,052  1,235  
  财务投资  5,175,585  473,918  
  衍生金融工具  26,965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894  100,184  
      
  29,718,117  25,024,768  

      
流动资产      
  发展中之待售物业  3,623,391  1,134,767  
  已落成之待售物业  3,680  3,680  
  酒店及餐厅存货  18,546  20,144  
  贸易及其他应收款项 9 698,696  728,895  
  可退回所得税  855  5,545 
  财务投资  12,326,746  15,856,713  
  银行结余及现金  2,174,641  1,118,373  

  18,846,555  18,868,117  
      
流动负债      
  贸易及其他应付款项 10 1,274,840  176,719  
  合约负债  224,843  197,582  
  应付合营企业款项  337,775  213,951  
  应付一间联营公司款项  219,450  224,400  
  应付非控股权益款项  46,640  44,511  
  应付所得税  174,798  99,993  
  借贷  4,817,052  6,144,544  
  中期票据  -  249,940  

  7,095,398  7,351,640              

流动资产净值  11,751,157  11,516,477  

      
非流动负债      
  长期借贷  13,176,979  12,644,292  
  租赁负债  843  2,335  
  衍生金融工具  106,631  39,0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737,201  729,184  

  14,021,654  13,414,859              

资产净值  27,447,620  23,126,386  

      
权益      
  股本  84,087  84,087  
  储备  14,593,013  12,145,593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4,677,100  12,229,680  
非控股权益  12,770,520  10,896,706  

      
  27,447,620  23,12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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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1 编制基准 

 

本综合财务报表乃采用历史成本原则（惟投资物业、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以公平价值计入
损益账」）之财务资产、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财
务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价值重估而修订），并依照所有适用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香港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编制该等年度财务报表时所用之会计政策及计算方法与二零二零年度所采用者一致，惟采纳以
下于本年度首次生效且与本集团业务相关并于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后开始之会计期间强
制生效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新订或经修订准则、准则及诠释之修订及改进除外： 

 
 

香港会计准则第 1号及香港会计准则第 8号之修订  重大性之定义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之修订      业务之定义 

香港会计准则第 39号、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  利率基准政革 

  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之修订 

二零一八年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经修订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采纳上述新准则及准则之修订并无对本年度及过往年度之综合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若干新╱经修订准则、修订及诠释已颁布惟于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
未获本集团提早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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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资料 

 

收入包括来自物业管理、物业销售及租赁、酒店及旅游业务、管理服务、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 

 

       酒店      

   物业销售  物业租赁 及旅游 财务投资 其他  总额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        
               
分类收入   -  195,866  37,251  2,459,598  47,648  2,740,363  

               

分类业绩之贡献   (3,805 ) 168,788  (39,816 ) 2,452,230  35,796  2,613,193  

折旧   (5,713 ) -  (138,584 ) -  (59,607 ) (203,904 ) 

投资收益净额   -  -  -  196,040  -  196,040  

投资物业之公平价值亏损   -  (241,715 ) -  -  -  (241,715 ) 

应占溢利减亏损 

  合营企业 
 
  

83,748 

 

 

 

- 
 

 

- 
 

 

- 
 

 

1,445 

 

 

 

85,193 

 

 

  联营公司  - (80,975 )  -  -  (1,675 ) (82,650 ) 
               
分类业绩   74,230  (153,902 ) (178,400 ) 2,648,270  (24,041 ) 2,366,157  

未能分类公司开支           (178,894 ) 

融资成本净额             (406,686 ) 

除所得税前溢利             1,780,577  

               

二零二零年        
               
分类收入   170  213,202  297,203  2,059,830  61,633  2,632,038  

               

分类业绩之贡献   (4,763 ) 175,479  24,493  2,055,585  50,798  2,301,592  

折旧   (11,818 ) -  (189,695 ) -  (16,219 ) (217,732 ) 

投资亏损净额   -  -  -  (157,030 ) -  (157,030 ) 

投资物业之公平价值亏损   -  (125,949 ) -  -  -  (125,949 ) 

应占溢利减亏损 

  合营企业 
 
  

63,758 

 

 
-  -  -  

 

675 

 

 

 

64,433 

 

 

  联营公司  - (140,976 )  -  -  (1,859 ) (142,835 ) 
               
分类业绩   47,177  (91,446 ) (165,202 ) 1,898,555  33,395  1,722,479  

未能分类公司开支           (177,625 ) 

融资成本净额             (625,394 ) 

除所得税前溢利             91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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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资料（续） 

 

 
业务分类

      

     
酒店

        

 
物业销售

  
物业租赁

 
及旅游

 财务投资 
其他

 未能分类  
总额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二零二一年
         

               

资产
 9,424,658  10,682,175  6,010,798  18,047,001  231,465  4,168,575 48,564,672  

               

资产包括：
               

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
 5,691,208  1,192,778  -  -  34,375  502  6,918,863  

               

添置非流动资产
* 3,988  2,402  10,979  -  211  81,446  99,026  

               

负债
               

借贷
 4,615,009  1,788,371  3,609,604  2,490,866  -  5,490,181  17,994,031  

其他负债
             3,123,021  

             21,117,052  

               

二零二零年        
               

资产 6,571,129  11,011,535  6,193,625  16,928,607  261,943  2,926,046 43,892,885  

               

资产包括：               

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 5,309,006  1,273,754  -  -  48,425  2,176  6,633,361  

               

添置非流动资产* 577,374  24,719  18,241  -  5,170  51,039  676,543  

               

负债               

借贷 3,167,531  1,001,890  3,522,554  1,862,545  -  9,234,316  18,788,836  

其他负债             1,977,663  

             20,766,499  

               

*该等金额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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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资料（续）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香港 328,819  617,902 

海外 2,411,544  2,014,136 

 2,740,363  2,632,038 
   

非流动资产*   
      
香港 21,249,645 21,413,014 

海外 3,136,976 3,036,417 

 24,386,621 24,449,431 
 

*该等金额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3 投资收益 ╱（亏损）净额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之财务资产   

－来自市场价格变动之未变现收益净额 219,005 12,151 

－未变现汇兑亏损净额 (23,998) (3,083) 

  －已变现收益净额（附注(a)） 7,654 36,887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财务资产   

－未变现汇兑收益╱（亏损）净额 32,132 (172,235) 

－已变现收益净额（附注(b)） 92,539 62,041 

－预期信贷亏损 (139,674) (92,791) 

衍生金融工具   

－已变现收益净额 8,382 - 

 196,040 (157,030) 

 

 附注： 

(a) 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之财务资产之已变现收益净额   

代价总额 104,997 1,196,960 

投资成本 (97,683) (973,432 ) 

     收益总额 7,314 223,528  

     加╱（减）：已于过往年度确认之未变现亏损╱(收益)净额 340 (186,641 ) 

于本年度确认之已变现收益净额 7,654 36,887  

  



 

9 

3 投资收益╱（亏损）净额 （续）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财务资产之已变现收益净额   

代价总额 10,965,133 4,716,262 

投资成本 (10,763,772) (4,622,687 ) 

     收益总额 201,361 93,575  

     转拨自投资重估储备 (108,822) (31,534 ) 

于本年度确认之已变现收益净额 92,539 62,041  

 

4 按性质划分之收入及开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财务资产之利息收入      

－上市投资  2,381,478  2,001,908  

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之财务资产之利息收入      

－上市投资  59,116  -  

－非上市投资  7,077  5,187  

按摊销成本计量之金融资产之利息收入      

－一间合营企业  37,088  18,562  

－应收贷款                      3,332  2,072  

－银行存款  832  4,029  

股息收入      

－上市投资  6,445  40,168  
      
      

开支      

已售物业及货品成本  4,794  80,686  

土地及楼宇经营租赁租金开支  1,088  1,040  
      

      

5 融资成本净额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开支）/ 收入     

  长期银行贷款 (322,295 ) (551,709 ) 

  短期银行贷款及透支 (37,003 ) (40,480 ) 

  中期票据 (756 ) (14,162 ) 

  租赁负债 (116 ) (140 ) 

  一间合营企业贷款 (1,918 ) -  

衍生金融工具 (48,177 ) 239  

利息资本化 58,950  44,099  

 (351,315) (562,153 ) 

其他附带之借贷成本 (48,141 ) (64,108 ) 

借贷产生之外汇（开支）/ 收入净额 (2,237 ) 4,85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价值亏损     

现金流对冲 (4,993 ) (3,987 ) 

 (406,686) (625,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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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税开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税开支    

  香港利得税 (93,883 ) (36,687 ) 

海外利得税 (322 ) -  

过往年度超额拨备 /（拨备不足） 5,730  (7,136 ) 

 (88,475 ) (43,823) 

递延所得税抵免 18,479  39,827 

 (69,996 ) (3,996) 

 

香港利得税乃就本年度估计应课税溢利按 16.5%（二零二零年：16.5%）之税率作出拨备。海外

利得税乃按本集团经营所在国家之本年度估计应课税溢利及现行税率金计算。 

 

 

7 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零（二零二零年：零） -  -  

建议末期股息，每股 3.6港仙（二零二零年：零） 30,271  -  

 30,271  -  

 

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举行之会议上，董事会建议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6港仙（二零二零年：零）。建议股息并无于财务报表中反映，惟将于截至
二零二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作为收益储备分派。 

 

30,271,000港元之数额乃根据于二零二一年六月二十八日已发行股份 840,873,996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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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股东应占年内溢利除以已发行股份数目之加权平均数计算。 

 

年内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计算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东应占溢利 1,006,781  553,577  

     

 股份数目  

     

已发行股份数目之加权平均数 840,873,996  840,873,996  

 

 

由于二零二零及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间并无可摊薄潜在股份，因此每股摊薄盈利相
等于每股基本盈利。 

 

 

9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 

 

本集团之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贸易账款、应计应收利息及应计应收股息、应收贷款、
预付款项、公用事业及其他按金。 

 

本集团之应收贸易账款 33,936,000 港元 (二零二零年: 35,205,000 港元)。本集团给予客户之信
贷期各异，一般根据个别客户之财政能力厘定。本集团定期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以有效管理
与应收贸易账款相关之信贷风险。 

 

应收贸易账款经扣除减值拨备之账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个月至 6个月 32,840  34,732 

7个月至 12个月 964  15 

12个月以上 132  458 

 33,936  3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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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贸易及其他应付款项 

 

本集团之贸易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应付贸易账款、租金及管理费按金、建筑成本应付保留款项、
租赁负债及多项应计款项。本集团之应付贸易账款约 1,143,835,000 港元（二零二零年：  

11,016,000港元），其中包括购入财务投资之应付代价 1,136,431,000港元（二零二零年：零）。 

 

应付贸易账款之账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个月至 6个月 1,143,101  10,350 

 

7个月至 12个月 192  80  

12个月以上 542  586  

 1,143,835  11,016  
 

 

就初步公布所载之有关本集团截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综合资产负债表、综合损益账、

综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关附注而言，本集团之核数师羅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其數字与本集团

之本年度综合财务报表所载之數额相符。由于羅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就此进行之工作并不构成根

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之香港审计准则、香港审阅聘用准则或香港核证聘用准则而进行核证委聘，

因此羅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不对本公布发出任何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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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业绩 

 

本集团于本财政年度录得收入2,74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632,000,000港元），其中本公司股

东应占溢利为1,007,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54,000,000港元）。投资收入的增加弥补了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引致的酒店及旅游分部收入的减少，因此总收入增加4%。投资收入增加、融资成本降低及

投资由亏转盈，超过了酒店业务亏损及投资物业重估亏损增加的影响，因此股东应占溢利增加82%。 

 

物业销售、发展及租赁 

 

销售及发展    

 

中国内地 

 

于北京通州，综合用途发展项目之6栋住宅楼上盖建筑已封顶。住宅单位预售已于二零一九年七月中

旬开始，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底的销售额已达到人民币30亿元，将于二零二二年年中单位交付后开

始确认溢利。2栋商业楼的地基工程正在进行中。整个合营发展项目的楼面面积为2.3百万平方呎。 

 

位于上海的「英庭名墅」，最后一期的所有单位经已售出，约人民币11亿元。 其中该等销售额约70%

已于去年入账，其余大部分已于本财政年度入账。 

 

香港 

 

于渣甸山，本集团的合营发展项目「皇第」包含16个面积由2,850平方呎至超过6,800平方呎之豪宅，

不断接获查询及购买意向。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底，已售出一半单位，占三分之一可售面积，销售

额约15亿港元。全部金额已于本财政年度入账。 

 

于宝珊道的另一合营住宅发展项目的上盖建筑工程正在进行，预期建筑工程将于二零二二年初完成。

本财政年度结束后，本集团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增持10%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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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欣然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完成位于元朗洪水桥之商住发展项目之换地，补地价金额为21亿港元。

该发展项目将提供约520,000平方呎之楼面面积，其中约90%为可售的住宅单位，余下10%为临街商

铺。地基工程正在进行中。 

 

位于屯门蓝地轻鐡站旁之另一住宅发展项目正继续向政府申请换地。发展项目将提供约67,000平方

呎之住宅楼面面积。 

 

于上一财政年度末，本集团透过一间合营企业持有若干位于新界古洞的较长期土地储备，按现时分

区规划大纲被划分为「住宅用途」。于本财政年度，本集团进一步增持10%权益。现阶段正向政府进

行初步的换地申请。 

 

位于东九龙提供约 800,000 平方呎可出租之楼面面积的商业楼宇「启汇」的翻新工程经已完成。随

改造工程结束后，我们正致力将租户组合重新定位，以提高该合营投资的价值。 

 

加拿大（透过酒店附属集团进行开发） 

 

Empire Landmark酒店重建工作进展顺利，「Landmark on Robson」的平台层结构也接近完成。 此项

目将重建成为一个楼面面积约400,000平方呎，包括2栋住宅楼的发展项目。 待社交距离措施进一步

放松，本集团将密切留意市场及准备推出新一轮的预售活动。 

 

至于位处温哥华市中心Alberni Street楼面面积约627,000平方呎的合营重建高端住宅综合项目，本集

团已对市议会的许可前函件(Prior to Letter)作出回复，正等待市议会确认批准授予项目的开发许可证。

同时，开发团队正在商讨以最高效的方法协调施工设计以达至优化建筑成本。 

 

同样位处温哥华市中心Alberni Street之另一合营发展项目正处于规划阶段，将发展为高端住宅单位

以作出售。于二零二零年初已向市议会提交改划方案。在申请改划批准过程中，我们已于二零二零

年十月通过了城市设计小组 (Urban Design Panel) 的审核，此乃申请开发许可证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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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位于湾仔骆克道33号万通保险大厦及皇后大道中之泛海大厦之租赁收入较去年减少10%，而该等写

字楼的平均出租率减少9%至87%。随着入境旅游限制及社交距离措施的严重打击，我们位于铜锣湾

拥有33%股权的黄金广场的租赁收入随着一个主要零售租户的租约届满而大幅减少70%。 

 

本年度泛海国际整体应占租赁收入为203,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36,000,000港元），并录得重估

亏损净额321,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74,000,000港元），当中已计及集团应占一间联营公司所拥

有投资物业之重估亏损。 

 

酒店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酒店业的表现因旅游意愿降低及本地政府为对抗疫情而对入境旅客实施的

检疫规定而受到严重打击。于本财政年度，访港旅客减少超过99%。我们的酒店及旅游业务收入下

降87%至37,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97,000,000港元），尽管管理层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营

运成本，该分类仍产生折旧前亏损4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折旧前溢利24,000,000港元）。 

 

财务投资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持有财务投资约17,502,000,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

16,331,000,000港元），其中15,152,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4,436,000,000港元）乃由两间上市附

属集团持有。投资组合中95%为上市债务证券（主要由中国房地产公司发行），4%为上市股本证券以

及1%为非上市投资。该等财务投资乃以不同货币计值，其中72%为美元、24%为人民币及4%为其他

货币（大部分为港元）。 

 

投资组合增加主要基于投资重估储备账中确认按市值重估净收益。本年度来自该投资组合之收入为

2,46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060,000,000港元）。投资收益净额196,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亏损净额157,000,000港元）计入损益账中，而投资收益净额2,394,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亏损净

额2,398,000,000港元）则于投资重估储备账确认。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价值约4,07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560,000,000港元）之投资已

抵押予银行，作为本集团所获授信贷融资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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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现金及未提取银行融资超逾121亿港元（二零二零年：62亿港

元）。三间上市集团融资及库务活动为独立管理。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资产总值约为486亿港元（二零二零年：439亿港元），资产净

值为274亿港元（二零二零年：231亿港元）。若采用营运中酒店物业之市场价值计算，本集团之经重

估资产总值为541亿港元（二零二零年：494亿港元）而本集团之经重估资产净值为335亿港元（二零

二零年：292亿港元）。  

 

负债净额为158亿港元（二零二零年：179亿港元），其中5亿港元（二零二零年：6亿港元）属于母公

司集团。总利息成本减少乃由于借贷减少及低息环境所致。现时，本集团净负债比率（负债净额与

经重估资产净值比率）约为47%（二零二零年：61%）。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流动

资产净额为118亿港元（二零二零年：115亿港元），有价证券及现金总金额197亿港元，为应于12个

月内偿还的即期债务48亿港元的4.1倍。 

 

有抵押债务占70%，而大部份债务按浮动利率计息。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该等浮息债务之

约49%已透过订立多份利率掉期合约合共总额约8,760,000,000港元而用于对冲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的

波动，其中约83%之剩余到期年期为4年及余下介乎1至9年。本集团之债务还款期分布于不同时间，

最长为5年，其中16%须于一至两年内偿还及57%须于两年至五年内偿还。余下之27%为透支、循环

及短期贷款，及须于一年内偿还。 

 

本集团之借贷约96%以港元计值，余下4%以美元及加拿大元计值。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账面值净额合共235亿港元（二零二零年：215亿港元）之物业资产已

抵押予银行，作为本集团信贷融资之抵押品。已就合营企业之尚未偿还银行及贷款融资向金融机构

及第三方提供2,889,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999,000,000港元）之担保。 

 

雇员及薪酬政策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聘用约330（二零二零年：340）名雇员。薪酬组合与工作性质

及经验水平相符，包括基本薪金、年度花红、购股权、退休金及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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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经过一年来对新冠病毒的不断研究，紧急使用的疫苗终于推出。所有国家均在调配资源，为其公民

接种疫苗。在疫情受控之前，检疫政策及社交距离措施仍在实施，各国正在计划恢复及振兴其经济。 

 

酒店业务的复苏将取决于成功解除入境旅游限制，效果还有待观察。租赁分类，尤其是零售部分，

亦正期待有关措施。于住宅分部，香港市场仍然有弹性，我们的渣甸山豪宅项目「皇第」的销情令

人鼓舞，以及本地开发商的其他一手物业销售见证这一点。 

 

随着疫情封锁期间积累的购买力释放后，我们在北京及上海的合营企业项目销售表现出色。上海项

目已售罄，北京项目维持良好的销售势头。 

 

在如今不明朗的经济环境下，管理层继续秉持审慎的理财态度，努力缓解及减轻任何负面影响。 

 

股息 

 

董事会建议派发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6港仙（二零二零年：无）。年

内并无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无）。本年度股息总额为每股3.6港仙（二零二零年：无）。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本公司将由二零二一年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一年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包括首尾两

日）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厘定有权出席将于二零二一年八月二十七日举行之二零二一年

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股东身份。期间将不会进行任何本公司股份之过

户登记，及不会就行使附于本公司已授出未行使购股权的认购权而配发和发行股份。为符合出席股

东周年大会资格，所有本公司股份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以及适当的过户表格，必须于二零二一年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时三十分前送达至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记分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 楼 1712-1716 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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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议末期股息须于股东周年大会上获股东批准。收取建议末期股息权利之记录日期为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日。为厘定股东收取建议末期股息之权利，本公司将由二零二一年九月二日（星期四）至二

零二一年九月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两日）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期间将不会进行任何本

公司股份之过户登记。为符合资格收取建议末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以及

适当的过户表格，必须于二零二一年九月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时三十分前送达至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登记分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 楼 1712-

1716 号铺。末期股息将于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派付。 

 

购买、出售或赎回上市证券 

 

年内，本公司概无赎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属公司于年内概无购买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

市证券。 

 

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本公司已采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之上市发行人董事

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标准守则」）。本公司已就年内有否违反标准守则向全体董事作出具体查

询，而彼等均已确认彼等于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完全遵守标准守则所载之规定标

准。 

 

企业管治守则  

 

年内，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规则附录十四所载企业管治守则（「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惟下列

偏离事项除外： 

 

1. 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第A.4.1条规定非执行董事之委任应有指定任期，并须接受重新选举。

本公司所有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委任并无指定任期，惟须根据本公司之公司细则于本公司股东周

年大会上轮值退任及重选连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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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第A.5.1条规定发行人应设立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或独立非执行

董事担任主席，成员须以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大多数。本公司并未设立提名委员会。董事会整体负

责评估独立非执行董事之独立性、检讨董事会之架构、多样性、规模与组成，委任新董事及提名

董事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经股东重新选举。根据本公司之公司细则，董事会可不时及随时委任任

何人士为董事以填补临时空缺或增添董事会成员。按上述方式委任之任何董事须留任至本公司

下届股东周年大会，而届时可于大会上膺选连任。 

 

审核委员会 

 

审核委员会已审阅本集团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业绩。 

 

     承董事会命 

     汇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冯兆滔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于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执行董事为冯兆滔先生、潘政先生、潘海先生、潘洋先生、伦培根先生及

关堡林先生；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为张国华先生、梁伟强先生及黄之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