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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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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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CITY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56）

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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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等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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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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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90,464 18,771
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的成本 (45,409) (1,084)  

毛利 45,055 17,687
其他收入 6 3,956 3,523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 (42,195) (20,098)  

經營溢利 6,816 1,112
融資成本 7 (14,350) (16,899)  

除稅前虧損 (7,534) (15,787)
所得稅開支 8 — —  

期間虧損 9 (7,534) (15,787)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010) (10,796)
非控股權益 (2,524) (4,991)  

(7,534) (15,787)  

每股虧損
基本 11(a) (0.17）港仙 (0.28）港仙  

攤薄 11(b) (0.17）港仙 (0.2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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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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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7,534) (15,787)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15 (10,73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919) (26,520)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329) (21,085)
非控股權益 (2,590) (5,435)  

(5,919) (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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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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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設備 12 107,916 56,449
投資物業 853,073 848,373
無形資產 35,802 32,410
使用權資產 11 88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28,253 28,2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 36,616
遞延稅項資產 39,723 39,723  

1,064,778 1,042,713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31,657 34,577
存貨 15,305 7,660
發展中待售物業 445,565 401,2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588,882 401,8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950 1,082
現金及銀行結餘 42,852 43,458  

1,125,239 88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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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26,349 140,254
已收保證金 18,159 16,003
借貸 15,009 14,633
租賃負債 315 515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3,475 3,417
應付關聯方款項 11,481 5,867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694 1,708
承兌票據 5,446 5,446  

181,928 187,843  

淨流動資產 943,311 702,0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08,089 1,744,739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8,006 205,628
借貸 800,507 514,703
租賃負債 688 878
承兌票據 4,609 4,609
遞延稅項負債 228,161 226,884  

1,221,971 952,702  

淨資產 786,118 792,03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17,309 17,309
儲備 750,001 753,330  

767,310 770,639
非控股權益 18,808 21,398  

權益總額 786,118 7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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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換算儲備
可換股票
據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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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7,309 585,887 4,755 (22,138) — 18,604 166,222 770,639 21,398 792,037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 

經重列結餘 17,309 585,887 4,755 (22,138) — 18,604 166,222 770,639 21,398 792,037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681 — — (5,010) (3,329) (2,590) (5,91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7,309 585,887 4,755 (20,457) — 18,604 161,212 767,310 18,808 786,118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459 536,737 4,755 (53,960) — 18,604 194,172 714,767 26,845 741,61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 

經重列結餘 14,459 536,737 4,755 (53,960) — 18,604 194,172 714,767 26,845 741,612          

認購轉換 2,850 49,150 — — — — — 52,000 — 52,000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 — —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0,289) — — (10,796) (21,085) (5,435) (26,520)          

2,850 49,150 — (10,289) — — (10,796) 30,915 (5,435) 25,48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7,309 585,887 4,755 (64,249) — 18,604 183,376 745,682 21,410 76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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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及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7樓D
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
事物業發展及投資；經營超級市場零售；以及銷售巴士。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
閱並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由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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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規定的適用披露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審閱，而二零二零
年年度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文附註3
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準則及計算方法與二零
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及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元，惟另
有註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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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
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的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經營超市零售及銷售巴士。因此，本
集團有三個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業務單位。彼等單獨
管理，因為各種業務需要不同的技術及營銷策略。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
分部損益並不包括未分配其他收入、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分佔一間
聯營公司的虧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分部資產並不包括未分配物業、
機械及設備、使用權資產、於聯營公司投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應收聯營公司、關連公司及非控股股東款項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分
部負債並不包括未分配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借貸、租賃負債、應付
非控股股東、關聯方款項及董事款項、可換股票據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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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物業發展
及投資

零售
及相關 銷售巴士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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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9,410 61,054 — 90,464
分部溢利 39,055 6,000 — 45,05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1,298,638 59,145 7,660 1,365,443
分部負債 18,136 19,047 23 37,20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18,771 — — 18,771
分部溢利 17,687 — — 17,687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1,249,637 — 7,660 1,257,297
分部負債 16,003 — — 16,003

    

分部損益之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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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45,055 17,687
其他收入 3,956 3,523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 (42,195) (20,098)
融資成本 (14,350) (16,899)  

綜合除稅前虧損 (7,534) (1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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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或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總資產 1,365,443 1,257,297
物業、機械及設備 56,416 56,449
無形資產 35,802 32,410
使用權資產 11 88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28,253 28,253
遞延稅項資產 39,723 39,72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1,657 34,5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88,882 438,41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14 14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950 1,082
現金及銀行結餘 42,852 43,458  

綜合總資產 2,190,017 1,932,582  

負債
可呈報分部總負債 37,206 16,00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95,308 345,882
借貸 815,516 529,336
租賃負債 1,003 1,393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3,475 3,417
應付關聯方款項 11,481 5,867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694 1,708
承兌票據 10,055 10,055
遞延稅項負債 228,161 226,884  

綜合總負債 1,403,899 1,14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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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經營地點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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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90,464 18,771
香港 — —  

綜合營業總額 90,464 18,771  

本集團90%以上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使用權資產、於聯營公司投資、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位於中國。因此，無須披露非流動資產之進一步地區資料。

5. 營業額

本集團的期間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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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間轉移服務
租金收入及相關管理服務收入 43,364 18,771

於某時間點轉移產品
銷貨收入 47,100 —  

90,464 1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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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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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3,938 3,517
其他 18 6  

3,956 3,523  

7.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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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利息 14,327 14,208
租賃負債利息 23 12
承兌票據估算利息 — 2,679  

14,350 16,899  

8.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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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中國 —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
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其他地區經營之公司之溢利稅項，已根據經營所在國家╱司法
權區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各自稅務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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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間虧損

本集團期間虧損乃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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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041 2,89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811 70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3,926 2,233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11.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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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 (5,010) (1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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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327,164,504 3,837,927,713  



– 14 –

(b) 每股攤薄虧損

因並無任何潛在攤薄事件，故未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二零二零年：沒有）。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相當於約51,79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沒有）。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492,634 213,517
按金 992 56,492
其他應收款項 122,985 196,136  

616,611 466,145

減：呆賬撥備 (27,729) (27,729)  

588,882 438,416

減：非流動部分 — (36,616)  

流動部分 588,882 4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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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00,000,000 4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0.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614,835,737 14,459
完成新股認購（附註(a)） 712,328,767 2,85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327,164,504 17,309  

附註：

(a) 完成認購事項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而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
完成。

認購人已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073港元認購認購股份，
即712,328,767股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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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a) 注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合夥人」）訂立合
作意向書，並據此成立了香港新城市永幸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新城
市永幸醫療」），本集團持有新城市永幸醫療之34%的股權。新城市永
幸醫療將會於上海成立一間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上海附屬公司」）
以於中國各城市發展醫療業務。上海附屬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
幣1,000,000元（相當於約（1,200,700港元）），並由新城市永幸醫療之全
體股東按其各自股權比例融資。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
上海附屬公司尚未成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透
過新城市永幸醫療向上海附屬公司注入該由本集團注入之資本，金
額為人民幣340,000元（相當於約（408,238港元））。

(b) 資本承擔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洛陽物業的設計工程合同 5,747 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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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洛陽的投資物業（「洛陽物業」）位於中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陽新區伊濱區環
湖路以東、白塔路以南、開拓大道以西、用地界以北，乃一幅在建工程的
土地。

根據由洛陽萬亨置業有限公司（「洛陽萬亨」）（本公司附屬公司）與洛陽國
土資源局（「洛陽國土局」）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簽訂的洛陽物業的國有
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洛陽萬亨
須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或之前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或之前（「施
工期」）開始及完成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如洛陽物業的建設工程未能如
期開始或於施工期後尚未完工，洛陽國土局將會施加罰款，每日罰款按
洛陽萬亨原本支付的土地使用權代價（即約人民幣31,270,000元（相當於約
（37,545,889港元））的0.1%計算（「罰款」）。如施工期超出60日後仍未完工，
洛陽國土局則亦可能沒收土地使用權（「沒收」）。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收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管理
委員會國土環保局的通告，據此，除非本集團有合理理由，否則本集團須
於該通告日期後15日內開始建設洛陽物業。本集團已作出回覆，並預期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開始施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接獲洛陽
國土局發出的閒置土地調查通知書，據此，本集團須向洛陽國土局匯報洛
陽物業的建設進度。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已作出回覆，並
解釋洛陽物業的建設延誤乃由於洛陽政府的土地政策發生變化。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本集團向洛陽市城鄉規劃局（「洛陽規劃局」）提交洛
陽物業的施工計劃。經洛陽規劃局審閱後，本集團獲指示修改施工計劃的
若干方面。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獲洛陽新區中央商務區規
劃建設辦公室進一步指示，提交經修訂施工計劃予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
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以供批准及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提
交文件。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本集團接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
商務中心區辦公室的通知，據此，對洛陽物業的地址進行些許調整。本集
團與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就獲得已變動的洛陽物
業的官方文件進行協商，以申請建築規劃許可證及建築工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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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
辦公室尚未批准洛陽物業的施工計劃。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徵求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並認為洛
陽物業的施工延誤乃由於洛陽政府於過往年度的土地政策變動所致。鑒
於本集團就洛陽物業施工計劃的修改積極與洛陽規劃局溝通，出現罰款
或沒收相關損失的風險甚微。因此，董事認為並無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有關罰款及╱或沒收的撥備（如有）。

17. 關連方交易

除本公佈其他地方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間與關聯╱關連公司進行之重
大交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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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予關聯╱關連公司的租金開支 777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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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90,464,000港元及
除稅後虧損約7,534,000港元。

前景及展望

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暢流投資有限公司（「暢流」）為本集團現時之主要
營運單位。暢流的租金及相關管理服務產生的利潤較去年同期略有減少。暢流
的租賃將繼續為本集團的主要商業活動之一。本集團預期自暢流產生的租金
收入於來年將可維持。

自二零一九年起，本集團已規劃推出「天天、生活、新城市」的未來發展主題，
作為物業開發和物業管理與日常生活需求融合的一部分。通過進軍大灣區的
線上零售業務及益百家連鎖超市，以及收購北京物業管理知識產權授權人及
珠海物業發展公司，本集團上述主題於二零二零年得到完美整合與落實。

中國的超市業務

於回顧期間，COVID-19疫情的爆發對零售業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管理層
已與益百家超市經營零售業務的合作夥伴進行討論。經審視現狀後，本公司決
定自二零二一年起開始實質營運，初始無形資產許可安排下的經營權許可期
由十年改為二十年。

於中國北京的物業管理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收購China Goal, Inc.的70%股權，該公司已通過一家香港註
冊成立公司向中國實體許可其物業管理知識產權。考慮到COVID-19疫情後未
來經濟活動的復甦，預計市場將更加注重物業衛生管理的需求。本集團對物業
管理市場的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並期望在未來幾年中探索各種機會以擴大
其在物業管理市場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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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的投資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五日就洛陽物業向洛陽市城鄉規劃局（「洛陽規劃
局」）提交施工計劃。經洛陽規劃局審閱後，本集團獲指示修改施工計劃的若干
方面。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獲洛陽新區中央商務區規劃建設
辦公室進一步指示向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提交經修訂
施工計劃以待批准，且有關文件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提交。於二零一八
年八月十三日，本集團接到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的通知，
據此，對洛陽物業的地址進行些許調整。由於COVID-19疫情，本集團仍在等待
洛陽市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商務中心區辦公室以獲得洛陽物業變更的官方文件，
以供本集團申請建築規劃許可證及建築工程許可證。

於中國珠海的物業發展

開發珠海物業為本集團計劃二零二零年於大灣區商業地產開發項目的一部分。
COVID-19疫情的影響實際上延遲了整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本集團相信，
COVID-19疫情後，房地產市場將在二零二一年復甦，並為促進經濟復甦投入
大量資源。本集團預計，作為政府鼓勵經濟增長的國家政策之一，未來數年，
增長勢頭猛烈的經濟復甦前景下將有眾多機會。本集團決定將珠海項目的大
部分發展單位元視為存貨，以備將來變現，以期儲備更多手頭現金，用以把握
未來數年的不同商機，而非將該發展項目視為投資物業。

為配合COVID-19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特別是大灣區），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一
年繼續努力落實「天天、生活、新城市」主題。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期間虧損淨額分別約為 90,464,000港元及
7,534,000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及虧損淨額分別約為
18,771,000港元及15,7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
基本虧損為0.17港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0.28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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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需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2,190,01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932,582,000港元）及總負債約為1,403,899,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0,545,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
行結餘約為42,85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458,000港元），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6.19（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3）。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負債╱權益）為0.60（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53）。

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位於中國及香港，而主要經營貨幣為港元及人民幣。本公司
現正定期密切注視人民幣匯率之波動情況，並不斷評估其匯兌風險。

股本架構

本公司之股本架構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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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包含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守則條文者除外：

‧ 本公司主席亦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鑒於該條規定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身份應有區分，不應由一名人士同時兼任。本集團目前
之業務並不繁複，故董事會認為現時架構足以監管及控制本集團的營運。
本公司將不時檢討其架構，並於適當時作出相應安排以遵守上市規則的
規定。

‧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因此，上
述各項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以及守則條文第A.4.2條，第A.4.1條規定非
執行董事須按固定年期獲委任並可重選，而第A.4.2條規定所有獲委任以
填補臨時空缺的董事僅任職至下屆股東大會，且每名董事（包括按固定年
期獲委任者）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然而，鑒於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
的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
管治不遜於守則條文。就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而言，一名執
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一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不時檢討其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並在需要時
動議作出任何修訂以確保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87(1)條，由於董事會主席擔任該職務毋須輪值退任或
計入每年須退任董事數目內，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主席在本集團成長
和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目前，主席持續位列董事會對本集團持
久發展至關重要。鑒於主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董事會認為，組織章程
細則中的有關規定整體上不會對本集團的運營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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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74名員工。本集團向僱
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本集團每年參考當時僱用市場慣例及法例檢討
薪酬組合。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若干投資物業已抵作銀行借款之擔保。

重大投資、主要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主要收
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16。

承擔

除本公佈附註15詳述的承擔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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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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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陳耀東先生、張晶先生及梁貴
華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
部控制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i)兩名執行董事韓軍然先生（主席）及羅敏先生；及(ii)
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耀東先生、張晶先生、歐陽晴汝醫生、梁貴華先生、王
栢榮先生及羅振先生組成。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刊登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新
上市公司公告」一欄。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全部資料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適時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並刊登在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欄。

承董事會命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軍然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