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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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GDAO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青島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99）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
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資料

青島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8,277 28,093

購買製成品 (8,935) (8,999)
製成品存貨變動 1,932 2,064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2,400) 1,196
其他收入 4 578 1,128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7,128 3,414
僱員福利開支 (3,490) (2,601)
其他經營開支 (9,083) (8,787)
融資成本 5 (10,392) (10,625)

除稅前溢利 6 3,615 4,883
所得稅開支 7 (276) (1,566)

期內溢利 3,339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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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將財務報表由功能貨幣換算 

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18,949) (9,622)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6,404 2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9,206) (6,281)

下列所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829 1,899

非控股權益 (490) 1,418

3,339 3,317

下列所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339) (4,092)

非控股權益 (2,867) (2,189)

(9,206) (6,281)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9 0.76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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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3,906 24,688
投資物業 10 522,855 546,479
使用權資產 1,148 –
商譽 5,725 6,058
無形資產 22,515 25,23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3,207 13,122
遞延稅項資產 3,149 3,530

非流動資產總額 592,505 619,116

流動資產
存貨 17,579 15,64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7,297 20,790
應收貸款及利息 12 11,871 11,82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4,42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446 71,375

122,620 119,633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3 – 4,003

流動資產總值 122,620 123,6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6,667 5,017
合約責任 5,671 162
租戶之租金按金 208 219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4,169
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 27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770 –
應付所得稅 121 154

流動負債總額 13,437 9,997

流動資產淨值 109,183 113,6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1,688 7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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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戶之租金按金 298 819
遞延稅項負債 3,596 3,712
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 378,022 400,000
中介控股公司之貸款 – 39,15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9,904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21,820 443,681

資產淨值 279,868 289,0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9,928 49,928
儲備 196,991 203,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6,919 253,258
非控股權益 32,949 35,816

279,868 28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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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
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除採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應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之修訂

除下文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所闡釋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與編製本集團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相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
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在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中計算所有租賃。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的出租人會計處理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下的會計處理方式。
出租人將繼續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相若分類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
租賃。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本集團透過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初次應用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根據該方法，該準則已獲追溯應用，而初次採納該準則的累計影響為對二零
一九年四月一日保留盈利期初結餘的調整，而比較資料並未重述，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予以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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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以及所應用的過渡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性質

根據評估租賃是否將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先前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對所有租
賃採用單一方法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租賃基準選
擇）及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的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

於租賃開始日期按租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租賃負債。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
按攤餘成本計量，而利息開支則採用實際利率法計量。

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任何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作出調整。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時，則計入投資
物業中。相應的使用權資產初始按成本計量，其後根據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政策按公平值
計量。

過渡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值確認，使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的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並計入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計量，並就任何與緊接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於財務狀況表確
認的租賃相關的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所有該等資產於該日期均已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6號作出減值評估。本集團選擇於財務狀況表中獨立呈列使用權資產。

就先前計入投資物業並按公平值計量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為持作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
值）而言，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繼續將其計入投資物業，並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
則第40號按公平值計量。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行權
宜方法：

• 對租賃期自初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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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1,63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168)

資產總額增加 1,469

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增加 1,469

負債總額增加 1,469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之對賬載
列如下：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2,433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4.7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已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2,278

減：與短期租賃及餘下租賃期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屆滿的該等租賃相關的承擔 809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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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及損益表確認之金額

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賬面值及期內變動載列如下：

使用權資產

租賃土地
及樓宇 租賃負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1,637 1,469

折舊費用 (399) –

利息開支 – 29

付款 – (520)

匯兌調整 (90) (80)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148 898

3. 分部資料

對外呈報的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的營運部門提供服務的基準分析，與由執行董事，即主要
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的內部資料一致。

本集團之三個經營及可呈報分部之詳情如下：

(i) 物業租賃：此分部主要為租賃住宅及工商物業產生租金收入。

(ii) 生產及銷售教育裝備：此分部從事研究及發展、生產及銷售數碼化中文書法教育裝備
及相關學習和教學系統。

(iii) 貸款融資：此分部向個人或公司客戶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本集團擁有放債人牌照，而
其放債業務主要於香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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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租賃 15,819 13,736
生產及銷售教育設備 11,858 (983)
貸款融資 600 582

分部總計 28,277 13,335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2,400)
未分配收入 578
未分配開支 (7,898)

除稅前溢利 3,615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租賃 15,967 13,553

生產及銷售教育設備 11,526 298

貸款融資 600 586

分部總計 28,093 14,437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1,196

未分配收入 1,128

未分配開支 (11,878)

除稅前溢利 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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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溢利代表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但未分配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若干僱員
福利開支及若干其他經營開支。此外，分部業績作除稅前分析，而應繳稅項及遞延稅項負
債則分配至經營分部。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基準。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分部資產 分部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租賃 534,456 560,023 383,053 410,492

生產及銷售教育設備 55,672 55,483 49,440 40,962

貸款融資 11,871 12,080 – 100

分部總計 601,999 627,586 432,493 451,554

未分配：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446 71,375 – –

其他 41,680 43,791 2,764 2,124

總計 715,125 742,752 435,257 453,678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若干總部之其他應收款項、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
以及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除外。

• 所有負債包括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惟總部之若干其他應付款
項除外。

• 投資物業分配至物業租賃分部，而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並無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
作為分部業績的一部分。

上述分配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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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益於期內按客戶及賺取租金收入之物業之所在地劃分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 25,671 26,485

香港 2,606 1,608

28,277 28,093

4.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11 41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投資收入 366 366

其他 1 347

578 1,128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淨額 7,012 3,84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6 (430)

7,128 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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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貸之利息 10,363 10,625

租賃之利息 29 –

10,392 10,625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233 739

無形資產攤銷 1,338 1,698

就下列各項確認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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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撥備。

中國內地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適用中國公司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率計算。中國附屬
公司於兩個期間末之稅率為25%。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 – 60

－撥備不足 – 463

– 523

中國公司所得稅（「公司所得稅」） 57 487

遞延稅項 219 556

276 1,566

8.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並無向本公司普通股東
派付或擬派任何股息，而自報告期末起亦無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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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數據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3,829 1,899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9,276,680 499,276,680

10. 投資物業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均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投資物業之估值按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
司（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於報告期末進行估值之基準採
納收入資本化法計量。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重估投資物業之未變現虧損港幣2,400,000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變現收益港幣1,196,000元）已於損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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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692 1,928

減：信貸虧損撥備 (71) (71)

1,621 1,85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140 5,456

可收回增值稅 11,536 13,477

17,297 20,79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貨到支付現金至90日。

下列為應收賬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乃根據於各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之賬齡：
1個月內 387 –

1至2個月 237 367

2至3個月 136 –

超過3個月 861 1,490

1,621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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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12,000 12,000

應收貸款利息 130 80

12,130 12,080

減：信貸虧損撥備 (259) (259)

11,871 11,821

借款人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私人公司及獨立於本集團。有關貸款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
由借款人之股東提供之個人擔保作為抵押，並按固定年利率10%計息。利息須按月或按季支
付。

13. 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本公司董事議決出售兩個分類為投資物業之停車位，並簽訂臨時買賣
協議。該等投資物業預期將於十二個月內出售，已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並於綜合財務狀
況報表中獨立呈列。於本期間已完成出售停車位，代價為港幣4,0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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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1個月內 2,092 490

1至2個月 6 97

2至3個月 105 37

超過3個月 52 213

2,255 837

應計費用 3,526 2,977

其他應付款項 1 2

其他應繳稅項 885 969

預收款項 – 232

6,667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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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每股面值港幣0.1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499,277 49,928

16.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市值港幣157,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96,203,000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予一間香港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該銀行授出的按揭融
資約港幣39,776,000元及未動用銀行融資港幣60,000,000元之擔保（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港幣57,000,000元）。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Qingdao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青島（香港）」）與中國核工業中原建設有限公司（「中核中原」）及中國華東建設工程
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華東」）訂立合營協議，內容有關成立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合營公
司將主要於中國從事項目建設業務。

合營公司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0元，將由股東以現金注資。合營公司將分別由青
島（香港）持有51%權益、中核中原持有30%權益及中國華東持有19%權益。於成立合營公司
後，其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公佈。

18. 中期財務資料之批准

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經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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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i)投資物業租賃；(ii)生產及銷售數碼化中國書法教育裝備及相關
的學習和教學系統；及(iii)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業務。

投資物業租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取得穩定回報，並錄得來自租
賃位於中國及香港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約港幣15,800,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6,000,000元）。

生產及銷售數碼化中國書法教育裝備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生產及銷售數碼化中國書法教育裝備
產生收益約港幣11,900,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1,500,000元）。本集團已投放龐
大資金研發及革新數碼化中國書法教育裝備，並於此項業務分部奠定穩固基礎。
本集團預期將於下半年推出更多個性化產品，從而提升其市場領導地位及擴大市
場份額。

貸款融資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貸款融資業務取得穩定回報，
錄得收益約港幣600,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600,000元）。本集團於向客戶提供貸
款時將繼續維持健全之信貸監控政策。本集團秉持且尤其著重及必要採取審慎措
施之原則經營此業務分部，以避免潛在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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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28,300,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28,1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港幣200,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售貨成本約為港幣7,000,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6,9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福利開支約為港幣3,500,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2,600,000元），相當於增加約港幣900,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生產
及銷售數碼化中國書法教育裝備聘請更多員工。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換算以各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貨幣列值
之貨幣項目所產生之匯兌收益約為港幣7,000,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800,000

元）。錄得未變現收益主要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幣貶值及本集團之功能貨幣於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由港幣更改為人民幣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經營開支約為港幣9,100,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8,8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港幣
300,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融資成本約為港幣10,400,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10,600,000元）。融資成本包括本公司之中介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
司所提供之無抵押貸款之應付利息及銀行所提供之有抵押貸款之應計利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為港幣
3,800,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900,000元）及每股盈利為港幣0.76仙（二零一八年：
港幣0.38仙）。錄得增長主要由於匯兌收益增加，惟部份由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
約港幣2,400,000元所抵銷。



21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總資產約為港幣715,100,000元（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42,800,000元），本集團之總負債約為港幣435,300,000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53,700,000元）。

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港幣279,900,000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89,100,000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為
60.9%（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1.1%）。本集團相信其擁有充裕現金資源可履
行承諾及應付現時營運資金需要。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數
目均為499,276,680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市值港幣157,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96,200,000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予一間香港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
按揭融資額度之抵押。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港幣
60,000,000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港幣57,000,000

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以港幣呈列。本集團主要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業務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貶值。本集團並無
就外匯作出任何對沖安排，惟將繼續密切監察其人民幣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或資本承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69名僱員。本公司董事（「董事」）及本集團僱
員之酬金乃按個人貢獻及經驗、現有的行業慣例及現行巿況以及根據現行勞工法
例釐定。除基本薪酬外，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亦獲發表現掛鈎花紅及享有其他員工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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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九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籠罩著（其中包括）中美緊張局勢及香港社會動盪
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將密切監察該等負面因素對其租賃業務之影響。

展望將來，由於中國的中學及小學學生必修中國書法教育訓練，本集團對中國書
法教育相關產品之前景感到樂觀。同時，本集團正計劃於財政年度下半年推出個
性化書法教育相關產品，以擴大收入來源。由於本集團之目標市場為中國，因此
本集團預計此業務分部將不會受到中美緊張局勢或其他外部不確定性或金融市場
波動之不利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及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以擴大本集團的收入來源及加強
本集團的業務前景。本公司承諾為股東帶來最大財富。

報告期後事項及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Qingdao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青島（香港）」）與中國核工業中原建設有限公司（「中核中原」）及中
國華東建設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華東」）訂立合營協議（「合營協議」），內容有
關成立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合營公司將於中國從事經營多項業務，包括但不
限於市區重建及發展、園區建設及管理、市政設施建設及管理、材料採購、股權
投資及資本配置、樓宇建設、市政工程、道路建設、電力安裝及工程、環保工程
及其他土木工程、諮詢及設計（須經中國地方政府批准）。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核中原、中國華東及彼等各
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中核中原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
理之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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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補充資料，中國華東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丁軍先生（「丁先生」）。丁先生為一
名於中國樓宇建築及公共設施行業擁有豐富經驗之企業家。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訂立合營協議構成本
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公佈內。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維持符合股東利益之高水平企業管治，並致力識別及確立最佳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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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及合理查詢，並信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已辭任本公司之核數師職務，由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起生效。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新核數師，由二零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生效，以填補德勤辭任之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有關進一步詳請，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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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須向董事會匯報。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此提供意見，以
及監督本集團之審核及財務申報程序以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包括審閱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集
團高級管理層會面，以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之成效以及本集團之中期報
告及年報。

承董事會命
青島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邢路正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邢路正先生（主席）、姜毅先生（行政總裁）、王宜美先
生及袁治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少然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德勝先生、
王殿杰先生、趙美然女士及李雪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