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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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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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二二年  二零二一年  变动   

       

收入 2,789  2,740  +2%   
       

本公司股东应占（亏损）╱溢利 (906 )) 1,007  不适用  
       

每股（亏损）╱盈利－基本（港元） (1.08 )) 1.20  不适用  

       
       

资产总值 39,520  48,565  -19%   
       

资产净值 20,051  27,448  -27%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0,477  14,677  -29%   
       

负债净额 16,310  15,819  +3%   

       

       

酒店物业以估值编列之补充资料：    
       

经重估资产总值 45,223  54,091  -16%   
       

经重估资产净值 26,267  33,499  -22%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3,327  17,452  -24%   
       

资产负债比率－负债净额与经重估资产净值比率 62%  47%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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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零二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综合业绩連同截至二零二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比较數
字如下： 
 
综合损益账 
截至二零二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注 二零二二年 二零二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478,078 2,488,923  
    
产品销售、服务、租赁及其他收入  310,595 251,440 
          
总收入 2 2,788,673 2,740,363  
    
销售成本  (81,550) (66,084) 
    
    
毛利  2,707,123 2,674,279  
      
销售及行政开支  (245,502) (239,980) 
      
折旧  (224,163) (203,904) 
      
投资（亏损）╱收益净额 3   
      

  已变现及未变现（亏损）╱收益净额  (1,101,822) 335,714 
      

  预期信贷亏损之变动  (2,979,669) (139,674) 
      
投资物业之公平价值收益╱（亏损）  494,571 (241,715) 
      
发展中之待售物业之减值拨备拨回  61,830 - 
     
     
经营（亏损）╱溢利  (1,287,632) 2,184,720 
      
融资成本净额 5 (339,129) (406,686) 
      
应占溢利减亏损 
合营企业  

 
15,541

 
 85,193

 
 

聯营公司  10,709 (82,650) 
     
     
除所得税前（亏损）╱溢利  (1,600,511) 1,780,577 

      
所得税抵免╱（开支） 6 129,709 (69,996) 
    
    
年内（亏损）╱溢利  (1,470,802) 1,710,581 
     
 
应占： 

 
 

 
 

      
  本公司股东  (905,830) 1,006,781 
  非控股权益  (564,972) 703,800 
    
    
  (1,470,802) 1,710,581 
    
     
每股（亏损）╱盈利（港元）    
      

  基本 8 (1.08) 1.20 
    

  摊薄 8 (1.08) 1.20 
     



3 

综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二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二二年  二零二一年  

  HK$’000  HK$’000  

      

年内（亏损）╱溢利  (1,470,802 ) 1,710,581  

      

其他全面（开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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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收益及其他变动之净额  (5,819,958 ) 2,274,183  

 
 

     

    应占合营企业之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债务证券的公平价值亏损净额  (264,816 ) -  

      

现金流对冲      

   －公平价值收益╱（亏损）  295,959  (44,007 ) 

－衍生金融工具之递延所得税资产  (48,945 ) 13,046  

       

汇兑差额  13,117  60,817  

       

应占合营企业之汇兑差额  64,877  186,814  

      

将不会重新分类为损益之项目：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证券     
 
 

－公平价值（亏损）╱收益净额  (112,718 ) 113,666  

－已变现收益    -  6,134  

  (5,872,484 ) 2,610,653  

            

年内全面（开支）╱收益总额  (7,343,286 ) 4,321,234  

      

      

      

应占：      

本公司股东  (4,169,737 ) 2,447,420  

非控股权益  (3,173,549 ) 1,873,814  

      
  (7,343,286 ) 4,32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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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产负债表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注 二零二二年  二零二一年  
  HK$’000  HK$’000  
非流动资产      
  投资物业  9,959,069  9,454,087  
  物业、厂房及设备  8,081,261  8,013,671  
  合营企业及聯营公司之投资  4,410,713  4,791,881  
  应收合营企业及聯营公司款项  2,281,206  2,126,982  
  应收贷款  850  1,052  
  财务投资  1,662,100  5,175,585  
  衍生金融工具  286,914  26,9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0,665  127,894  
      
  26,862,778  29,718,117  
      
流动资产      
  发展中之待售物业  4,422,572  3,623,391  
  已落成之待售物业  3,680  3,680  
  酒店及餐厅存货  17,881  18,546  
  贸易及其他应收款项 9 1,018,844  698,696  
  可退回所得税  80  855 
  财务投资  5,937,740  12,326,746  
  银行结余及现金      
  －受限制  374,330  86,152  
  －不受限制  881,517  2,088,489  

  12,656,644  18,846,555  
      
流动负债      
  贸易及其他应付款项 10 207,861  1,274,840  
  合约负债  245,717  224,843  
  应付合营企业款项  311,392  337,775  
  应付一间联营公司款项  206,250  219,450  
  应付非控股权益款项  48,647  46,640  
  应付所得税  172,183  174,798  
  借贷  4,021,578  4,817,052  
衍生金融工具  676  -  

  5,214,304  7,095,398              

流动资产净值  7,442,340  11,751,157  

      
非流动负债      
  借贷  13,544,504  13,176,979  
衍生金融工具  -  106,631  

  租赁负债  5,738  8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704,293  737,201  

  14,254,535  14,021,654              

资产净值  20,050,583  27,44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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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产负债表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零二二年  二零二一年  
  HK$’000  HK$’000  
      
权益      
  股本  84,087  84,087  
  储备  10,393,005  14,593,013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10,477,092  14,677,100  
非控股权益  9,573,491  12,770,520  

      
  20,050,583  27,44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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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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度所采用者一致，惟采纳以
下于本年度首次生效且与本集团业务相关并于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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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修订准则除外：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之修订  超逾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2019冠状病毒 

相关租金宽免 

香港会计准则第 39号、    利率基准变革－第二阶段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4号、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及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之修订 

 
采纳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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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准则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之修订及诠释已颁布，惟于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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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分类收入
  11,250  177,502  75,810  2,486,919  37,192  2,788,673  

              

分类业绩之贡献
  (721 ) 149,971  (22,993 ) 2,476,398  27,901  2,630,556  

折旧
  (8,315 ) -  (176,978 ) -  (38,870 ) (224,163 ) 

投资亏损净额
  -  -  -  (4,081,491 ) -  (4,081,491 ) 

投资物业之公平价值收益
  -  494,571  -  -  -  494,571  

发展中之待售物业之减值拨备
 

拨回
 

  

61,830 

  

- 
 

 

- 
 

 

- 

  

- 
 

 

61,830 

 

应占溢利减亏损
 

合营企业
 

  

15,551 

  

- 
 

 

- 
 

 

- 
 

 

(10 

 

) 

 

15,541 

 

  
联营公司

 - 11,211  -  -  (502 ) 10,709  
              

分类业绩
  68,345  655,753  (199,971 ) (1,605,093 ) (11,481 ) (1,092,447 ) 

未能分类公司开支
            (168,935 ) 

融资成本净额
            (339,129 ) 

除所得税前亏损
            (1,60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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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76,031 ) -  (22,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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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5,847 ) 2,648,270  1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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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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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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二年
               

               

资产
 10,306,692  11,213,408  5,968,423  8,487,198  220,020  3,323,681  39,519,422  

               

资产包括：
               

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
 5,458,747  1,203,990  -  -  29,182  -  6,691,919  

               

添置非流动资产
* 144,134  10,411  149,948  -  122,044  5,085  431,622  

               

负债
               

借贷
 5,182,700  1,761,674  3,519,378  554,631  -  6,547,699  17,566,082  

其他负债
             1,902,757  

             19,468,839  

               

               

二零二一年               

               

资产 9,424,658  10,682,175  6,010,798  18,047,001  231,495  4,16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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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603  2,490,865  -  5,490,183  17,994,031  

其他负债             3,123,021  

             21,117,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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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香港 323,331  328,819  
海外 2,465,342  2,411,544  

 2,788,673  2,740,363  
    

非流动资产*    
      
香港 22,460,782 21,249,645  
海外 2,271,467 3,136,976  

 24,732,249 24,386,621  
 
* 该等金额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3 投资（亏损）╱收益净额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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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收益净额 (1,328,495) 219,005 
－未变现汇兑收益╱（亏损）净额 149,619 (23,998) 
－已变现（亏损）╱收益净额（附注(a)） (6,627) 7,654 

以公平价值计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财务资产   
－未变现汇兑收益净额 61,116 32,132 
－已变现（亏损）╱收益净额（附注(b)） (4,419) 92,539 
－预期信贷亏损之变动 (2,979,669) (139,674) 

衍生金融工具   
－未变现收益净额 26,984 8,382 

 (4,081,491) 196,040 

 

 附注： 

(a) 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之财务资产之已变现（亏损）╱收益净额   

代价总额 37,703 104,997 
投资成本 (39,528) (97,683 ) 

     （减）╱加：于过往年度确认之未变现（收益）╱亏损净额 (4,802) 340  

于本年度确认之已变现（亏损）╱收益净额 (6,627)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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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亏损）╱收益净额（续）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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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收益净额 

  

代价总额 3,612,687 10,965,133 
投资成本 (3,747,308) (10,763,772 ) 

     转拨自投资重估储备 130,202 (108,822 ) 

于本年度确认之已变现（亏损）╱收益净额 (4,419) 92,539  

 
4 按性质划分之收入及开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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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808  2,381,478  

以公平价值计入损益账之财务资产之利息收入      

－上市投资  585,884  59,116  

－非上市投资  3,511  7,077  

按摊销成本计量之金融资产之利息收入      

－合营企业  15,454  37,088  

－应收贷款                      1,535  3,332  

－银行存款  3,886  832  

股息收入      

－上市投资  7,706  6,445  
      
      
开支      

已售物业及货品成本  6,429  4,794  

土地及楼宇租金开支  1,086  1,088  
      

      
5 融资成本净额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开支     
  长期银行贷款 (320,217 ) (322,295 ) 
  短期银行贷款及透支 (10,979 ) (37,003 ) 
  中期票据 -  (756 ) 
  租赁负债 (127 ) (116 ) 
  应付一间合营企业款项 (2,174 ) (1,918 ) 
衍生金融工具 (76,740 ) (48,177 ) 

利息资本化 93,029  58,950  

 (317,208 ) (351,315) 

其他附带之借贷成本 (64,280 ) (48,141 ) 
借贷产生之外汇亏损净额 (603 ) (2,237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价值收益／（亏损）     
现金流对冲－非有效部分 42,962  (4,993 ) 

 (339,129 ) (40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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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税抵免／（开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税开支    
香港利得税 (11,687 ) (93,883 ) 
海外利得税 (581 ) (322 ) 
过往年度超额拨备 8,916  5,730  

 (3,352) (88,475 ) 

递延所得税抵免 133,061 18,479  

 129,709 (69,996 ) 

 
香港利得税乃就本年度估计应课税溢利按 16.5%（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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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7 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零（二零二一年：零） -  -  

末期股息，零（二零二一年：每股 3.6港仙） -  30,271  

 -  30,271  

 
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举行之会议上，董事会议决不建议派发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零二一年：每股 3.6港仙）。  
 
 

8 每股（亏损）╱盈利  

 
每股（亏损）／盈利乃按本公司股东应占年内（亏损）／溢利除以已发行股份数目之加权平均
数计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东应占（亏损）／溢利 (905,830 ) 1,00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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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二零二一及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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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盈利相等于每股基本（亏损）／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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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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4,790,000 港元 (二零二一年: 33,9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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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个月至 6个月 51,281  32,840 
7个月至 12个月 2,627  964 
12个月以上 882  132 

 54,790  3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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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及多项应计款项。本集团之应付贸易账款约 71,088,000港元（二零二一年：  
1,143,835,00港元，其中包括购入财务投资之应付代价 1,136,431,000港元）。 
 

应付贸易账款之账龄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个月至 6个月 70,687  1,143,101 

 

7个月至 12个月 42  192  
12个月以上 359  542  

 71,088  1,143,835  
 

就初步公布所载之有关本集团截至二零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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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于财政年度录得收入 2,789,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2,740,000,000 港元），而本公司股东

应占亏损为 906,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溢利 1,007,000,000 港元）。该亏损主要来自本集团财

务投资的按市价计价的未变现亏损净额及预期信贷亏损额外拨备。 

 

物业销售、发展及租赁 

 

销售及发展 

 

中国内地 

 

于北京通州，六栋住宅楼的建筑及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预售活动仍在继续，年内合约销售额约为

人民币 15亿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约 75%的住宅单位已经售出，合约销售总额达人民币 45 亿元。住

宅单位将于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开始分阶段交付。两栋商业楼的地基工程正在进行中。  

 

香港 

 

于渣甸山，本集团的合营发展项目「皇第」销售继续进行。此高端发展项目包含 16个面积由 2,850

平方呎至超过 6,800 平方呎之豪宅。本年内销售额约为 4 亿港元。于二零二二年五月，本集团财政

年度结束后，售出一套三复式单位。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底，已售出 70%的单位，占可售面积 50%，

销售额约为 23亿港元。  

 

于宝珊道的另一合营住宅发展项目的上盖建筑工程已大致完成，正在审核发出入住许可证的各项检

验。现正进行内部装修及示范单位装修，目标是于二零二二年年底推出项目。年内，本集团增持该

项目 10%的权益至 50%。 

 

位于元朗洪水桥楼面面积 520,000 平方呎的发展项目地基工程已接近完成，现正申请住宅单位的预

售同意书。此发展项目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规划的一部分，为区内首批开

发的地区之一，预计将成为未来数十年香港城市发展和人口主要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将成

为连接洪水桥及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的主要枢纽，确保大湾区的高效交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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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都会区计划亦包括我们在古洞的合营住宅发展项目，该项目正在向政府进行土地交换申请。该

地块占地约 270,000 平方呎。于本财政年度结束后，本集团于毗邻收购更多地块，从而进一步扩大

项目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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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分区参数，发展项目

将提供约 67,000平方呎之住宅楼面面积，而本集团已在新的换地申请中建议提高地积比率，以更好、

更充分地利用该地块。 

 

位于东九龙提供约 800,000 平方呎可出租楼面面积的商业楼宇「启汇」自上个财政年度末完成翻新

工程以来，致力将租户组合重新定位，以提高该合营投资的价值。 

 

年内，我们参与了一间合营企业（当中我们占 7.5%的股权），以收购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代价为

105亿港元。该收购已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完成。该栋建筑将改建为甲级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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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建筑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封顶，

内部装修工程正在进行中。此项楼面面积 400,000 平方呎的重建项目预计将在二零二三年底竣工，

将为两座 30层以上的住宅楼，其中包括约 236个住宅单位，约 50,000平方呎的零售及办公空间的

三层平台，以及四层的地下停车设施。随着新冠肺炎的逐渐缓和以及温哥华房地产市场开始改善，

新一轮的预售已于二零二一年十月开始。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合约销售额约为 1.8 亿加

元。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Alberni Street 1488 号的楼面面积约 627,000 平方呎的合营重建高端住宅综合项

目，开发团队正在商讨进行协调施工设计以达至优化建筑成本，并在获发开发许可证前，物色销售

展示中心的合适位置。 

 

另一个同样位于 Alberni Street的合营发展项目已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获得改划批准，并于二零二二

年三月提交了开发许可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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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年内租赁收入为 178,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96,000,000 港元）。位于湾仔之万通保险大厦的平

均出租率与去年相若，而位于中环之泛海大厦则下降 7%。随着本地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及社交距离

措施的放宽，租赁市场出现复苏迹象。 

 

重估收益净额录得 504,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亏损 321,000,000港元），当中已计及集团应占一

间联营公司所拥有之投资物业。 

 

 

酒店 

 

由于严格的跨境旅行限制，该行业于过去一年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然而，管理层一直在规划及实

施方案以提高入住率及收入。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开始，我们的港岛皇悦酒店及九龙皇悦酒店推出针

对本地客户的长期住宿优惠活动，并自九月开始，我们位于铜锣湾的两间酒店参与了香港政府的指

定检疫酒店计划。 

 

酒店及旅游分类的表现较去年好，收入上升 104%至 76,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37,000,000 港

元）。酒店管理层十分清楚，由于全球新冠肺炎可能出现回升而导致的不明朗因素持续存在，未来挑

战重重，因此持续实施增加收入及成本最低化措施，同时推迟非必要的资本支出。 

 

 

财务投资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持有财务投资约 7,60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7,502,000,000

港元），其中 6,811,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15,152,000,000 港元）乃由两间上市附属集团持有。

投资组合中 92%为上市债务证券（主要由中国房地产公司发行），5%为上市股本证券以及 3%为非

上市投资。该等财务投资乃以不同货币计值，其中 50%为美元、44%为人民币及 6%为其他货币（大

部分为港元）。 

 

投资组合之价值减少主要由于投资重估储备及损益账中确认之按市值重估亏损。我们的财务投资于

年内因中国房地产行业面对流动资金危机而遭受负面影响，有关危机乃由于对该等发展商的贷款接

连收紧，对买家限购及限制调配所收到的售楼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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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来自该投资组合之收入为 2,487,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2,460,000,000 港元）。投资亏损

净额 4,081,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收益净额 196,000,000 港元）已入账至损益账，而投资亏损

净额 6,19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收益净额 2,394,000,000港元）则于投资重估储备账确认。 

 

随着行业债务危机爆发，中国政府自此不断推出宽松政策以缓和先前对房地产开发商借贷及再融资

渠道的紧缩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及释放购买力，。几家受影响的开发商已通过延长还款期、下调票面

利率等方式成功进行债务置换或重组，从而有效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同时并未削减其债务本金。

我们预期其他开发商将会仿效。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价值约 57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070,000,000港元）之此等投

资已抵押予银行，作为本集团所获授信贷融资之抵押品。 

 

 

财务回顾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现金及未提取银行融资超逾 86亿港元（二零二一年：121亿

港元）。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资产总值约为 395亿港元（二零二一年：486亿港元），资产

净值为 201亿港元（二零二一年：274亿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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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亿港元（二零二一年：541亿港元），而本集团之经重估资产净值为 263亿港

元（二零二一年：335亿港元）。 

 

负债净额为 163亿港元（二零二一年：158亿港元），其中 1亿港元（二零二一年：5亿港元）属于

母公司集团。总利息成本于两个年度相若，而计入损益账之利息成本净额较去年减少，此乃由于随

着洪水桥发展项目及 Landmark on Robson发展，从而增加资本化程度。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团净负债比率（负债净额与经重估资产净值比率）约 62%（二零二一年：47%）。于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之流动资产净值为 74 亿港元（二零二一：118 亿港元），有价证券及现金总

额 89亿港元，为应于 12个月内偿还的即期债务 40亿港元的 2.2倍。 

 

本集团之借贷约 98%以港元计值，余下 2%以美元及加拿大元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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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债务按浮动利率计息，随着美国加息以遏制通胀压力上升后，利率呈上升趋势。于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该等债务之约 50%已透过约两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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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剩余到期年期为约三年。本集团之债务还

款期分布于不同时间，最长为 5 年，其中 32%须于一至两年内偿还及 45%须于两年至五年内偿还。

余下之 23%为循环及须于一年内偿还的长期贷款。 

 

于本财政年度结束后，酒店附属公司以约 14 亿港元的四年期可持续发展挂钩的银团贷款为其所有

一年内到期的无抵押贷款再融资，并与预先设定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标准挂钩，包括减少

所有酒店的能源及用水消耗。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有抵押债务占 70%。账面值净额合共 244 亿港元（二零二一年：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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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889,000,000港元）之担保。 

 

 

雇员及薪酬政策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团聘用约 360（二零二一年：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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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缓解，以及社交距离措施于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后而逐渐放松，包括香

港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正在复苏。跨境检疫措施亦开始逐步放宽，各国政府正努力朝经济活动回复正

常化这一目标迈进。 

 

零售业短期内受惠于政府的刺激消费措施，而酒店业务亦随着入境检疫要求放宽而开始恢复。这些

行业及商业物业市场的持续复苏均取决于营商环境，且很大程度上依赖防疫工作、跨境交通及香港

长远而言维持作为大湾区的主要商业枢纽的地位，而政府均一直努力实现以上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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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地开发商令人鼓舞的一手物业销情，以及年内中环的海滨商业地块的土地销售可见，本地物

业市场仍然有韧性。行政长官亦宣布香港特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为未来数十年引入新动

力元素，此举将大幅提升我们于洪水桥及古洞的发展项目的价值及市场销路。 

 

我们在北京的合营企业项目销售表现仍然优秀。在持续的城市化及中央政府的密切监控下，内地

房地产业预期将维持稳定的增长。 

 

就中国地产开发商面临的流动资金问题而言，部分开发商已着手进行债务重组，适当理顺债务期

限及下调票面利率，同时避免削减本金。其大股东亦注入资金于彼等各自的公司，以提升公司的

营运能力。该等计划在投资者的支持下逐步推出，再加上中国政府推出放宽限购、降低按揭利率

等支持措施，我们预计危机将被克服。 

 

从国际上看，乌克兰战争触发了通胀压力，并引发了一轮加息周期，以遏制通胀情况。由于港元

与美元挂钩，预计香港亦会跟随加息，但程度将低于美国。按揭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我们预期

对物业市场的影响将是轻微。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对本集团财务成本的影响已得到舒减，因为本

集团一半的借款已被过往年度签订的利率掉期合约所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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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议决不建议派发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每股 3.6 港

仙）。年内并无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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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本公司将由二零二二年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年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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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之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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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于二零二二年

八月十九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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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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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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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效之守则条文，

包括一般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修订（「经修订之企业管治守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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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之企业管治守则生效后，所有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委任不

再需要有指定任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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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管治守则之守则条文第A.5.1条（现为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上市规则第3.2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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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成立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其职

权范围已根据上市规则之规定公布于联交所及本公司网站。提名委员会由冯兆滔先生（本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担任主席，以及黄之强先生及梁伟强先生（均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

董事）担任提名委员会成员。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本公司并无设立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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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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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于本公布刊发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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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黄之强先生、张国华先生及梁伟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