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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 1,194,915 991,476

銷售成本 (930,180) (784,879)  

毛利 264,735 206,597

生物資產之公平值減銷售成本 (4,686) 237

其他收入 2,557 5,327

銷售及分銷開支 (82,483) (63,470)

行政開支 (57,904) (54,120)

其他經營開支 (7,685) (30,071)  

經營溢利 114,534 64,500

財務費用 5 (1,862) (4,521)  

除稅前溢利 112,672 59,979

所得稅開支 6 (7,741) (3,876)  

期內溢利 7 104,931 56,103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6,594 58,90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63) (2,802)  

104,931 56,103
  

每股盈利 9

－基本 3.9港仙 2.8港仙
  

－攤薄 3.9港仙 2.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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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04,931 56,10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66)

出售附屬公司 (184)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9,553 (19,54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9,369 (19,6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4,300 36,496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900 39,29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00) (2,802)  

114,300 3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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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0 693,114 694,18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12,901 322,069

在建工程 31,594 34,435

商譽 282,525 287,378

生物資產 39,773 39,773

其他無形資產 155,085 176,849

其他資產 59,235 41,808

投資會籍 108 108

投資 30,436 14,922  

1,604,771 1,611,523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 1,585

存貨 215,080 206,829

應收賬項 11 391,519 333,676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7,084 135,572

投資 661 335

銀行及現金結存 420,774 427,943  

1,255,118 1,105,940  

總資產 2,859,889 2,717,46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25,953 25,277

儲備 2,405,903 2,256,9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31,856 2,282,1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00) –  

總權益 2,430,256 2,2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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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借貸 11,000 62,592

應付融資租賃 53 89

遞延稅項負債 7,180 7,180

遞延收入 – 8,485  

18,233 78,3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94,142 77,47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6,661 32,802

借貸 240,535 214,543

應付融資租賃 65 69

即期稅項負債 39,997 32,049  

411,400 356,933  

總負債 429,633 435,279  

總權益及負債 2,859,889 2,717,463
  

流動資產淨值 843,718 749,0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48,489 2,360,530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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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法定儲備
外匯

兌換儲備
以股份形式
付款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留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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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15,901 986,140 97 125,429 20,056 16,389 (4,647) 829,419 1,988,784 5,026 1,993,81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66) – – (19,541) 58,905 39,298 (2,802) 36,496

發行已認購股份 800 32,091 – – (3,651) – – – 29,240 – 29,240

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 – – – – 7,944 – – – 7,944 – 7,944

購股權註銷╱失效時轉移儲備 – – – – (16,099) – – 16,099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701 1,018,231 97 125,363 8,250 16,389 (24,188) 904,423 2,065,266 2,224 2,067,490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25,277 1,167,128 97 125,363 7,557 16,389 (22,768) 963,141 2,282,184 – 2,282,18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247) – – 9,553 106,594 115,900 (1,600) 114,300

發行已認購股份 676 31,157 – – (5,330) – – – 26,503 – 26,503

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 – – – – 7,269 – – – 7,269 – 7,269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953 1,198,285 97 125,116 9,496 16,389 (13,215) 1,069,735 2,431,856 (1,600) 2,43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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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41,414 1,296

投資活動耗用之現金淨額 (55,577) (315,698)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994 26,948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7,169) (287,45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427,943 589,082  

420,774 301,628

外匯變動之影響 – (1,10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420,774 300,526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存 420,774 3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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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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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內，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相關且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之

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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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

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財務報

表之呈報及本期間與過往年度所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a.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影響財務表之部分披露及呈報方式。資

產負債表改名為財務狀況表，而現金流量表的英文名稱則由「the cash flow statement」

改名為「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與非持有人進行之交易所產生全部收入及支出均

於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呈列，而其總和則轉入權益變動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亦要求披露期內之重新分類調整及有關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分之稅務影響。擁有人之權

益變動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此等呈報規定已於該等簡明財務報表中追溯應用。

b. 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規定經營分類須按本集團內部呈報分類基準釐定，

該等分類由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閱，以調撥分類資源及評估其表現。過往，香港會計準

則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企業以風險及回報方法識別兩組分類（業務及地區），而以企業

「向主要管埋人員作出之內部財務報告系統」作為識別有關分類之起點。按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呈報之主要分類與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報之分類相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已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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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分類會計政策載於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表附註4。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仍未能確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是

否有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555,791 471,790

銷售新鮮農產品 542,084 423,580

物流服務收入 94,791 93,828

租賃收入 2,249 2,278  

1,194,915 991,476  

4. 分類資料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時，以及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

策人作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可呈報經營分類之

間並無進行重大的銷售。

(i) 分銷包裝食品、飲料、家庭消費品、化妝產品及冷凍鏈產品（「分銷」）；

(ii) 種植及分銷新鮮農產品（「種植及分銷」）；

(iii) 提供物流服務（「物流服務」）；及

(iv) 出租物流設備（「出租」）。

可呈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分類

溢利並不包括來自投資、部份財務費用及未分配企業開支之收益或虧損。分類資產並不包括投資、

部份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部份銀行及現金結存。分類非流動資產並不包括投資，投

資會籍及部份固定資產。分類負債並不包括借貸，部份應付融資租賃及部份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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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 種植及分銷 物流服務 出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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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可呈報分類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555,791 542,084 94,791 2,249 1,194,915
     

可呈報分類溢利 73,077 13,503 37,807 1,949 126,336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1,106,793 1,018,729 670,066 8,024 2,803,612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可呈報分類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471,790 423,580 93,828 2,278 991,476
     

可呈報分類溢利 19,048 15,580 35,608 1,956 72,192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類資產 1,166,897 962,118 529,256 11,051 2,669,322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損益之對賬：

可呈報分類總溢利 126,336 72,192

其他溢利 128 5,564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12,650) (13,256)

財務費用 (1,142) (4,521)  

除稅前溢利 112,672 5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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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借貸之利息 1,857 4,512

融資租賃費用 5 9  

1,862 4,521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4 –

海外 7,727 3,876  

7,741 3,876  

香港利得稅按本中期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零八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其他國家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費用，已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適用稅率及依據現行之法律、

註釋及慣例計算。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所得稅法，澳門附加稅乃就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2%（二零零八年：

12%）之稅率計算。然而，本中期期間於澳門經營之兩間附屬公司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第58/99M號

法令之規定，因此，該等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溢利可獲豁免支付澳門附加稅。此外，董事認為，本集團

之部份溢利目前毋須於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繳納稅項。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當地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分別按期內之稅

率25%（二零零八年：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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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期內之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呈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及折舊 40,788 49,645

董事酬金 2,121 2,121

售出存貨成本 930,180 729,175

以股份形式付款開支 7,269 7,94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16,657 8,045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7,685 –

應收賬項減值 – 18,094

無形資產減值 – 11,400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06,594,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58,905,000港元）及期內經調整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之紅股發行之影響後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2,711,658,000股（二零零八年：2,075,072,000股）計算。二零零八年之每股基本盈利已根據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之紅股發行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之公開發售之影響作出調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期內本集團溢利約106,594,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58,905,000港元）及經調整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之紅股發行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之公開發售

之影響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729,339,000股（二零零八年：2,079,699,000股）計算，即計算每

股基本盈利時使用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11,658,000股（二零零八年：2,075,072,000

股）加上於期內視作於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時假設以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17,681,000股

（二零零八年：4,627,000股）。

10.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固定資產約53,6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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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既有客戶30至120日（二零零八年：15至90日）之信貸期。為賬齡超過365日或可收

回性極度成疑之未償還債項作出全數撥備。

於報告期末，按照銷售確認日期，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43,121 137,325

31至60日 103,937 108,143

61至90日 38,556 58,324

90日以上 5,905 29,884  

391,519 333,676  

12.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按照收取購入貨物日期，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85,313 73,273

31至60日 5,974 2,690

61至90日 883 616

90日以上 1,972 891  

94,142 77,470  

13. 股本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595,290 25,953 2,527,695 2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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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面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2,527,695 25,277

行使購股權（附註） 67,595 676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95,290 25,953
  

附註：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分別以每股股份0.365港元及每股股份0.469港元之認購價發行

50,000,000股及17,595,000股新普通股，以換取現金總代價約26,500,000港元。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銀行提供予其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提供公司擔保。該等銀行融

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約251,53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274,620,000

港元）。

15.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作撥備

－在建工程 44,659 45,234

－固定資產 32,485 94  

77,144 45,32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16.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批准及授權刊發該等簡明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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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純利取得大幅增

長。營業額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業務模式之持續改進及垂直多元化過程，加上政府利好政策及

市況復甦所致。中國內地零售及消費者市場仍為本集團實現業務增長之主要市場。

期內營業額為1,194,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991,500,000港元增長約20.5%。營業額增長

主要由於透過客源組合及豐富產品多樣化拓展而取得之銷量增長所致。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20.8%增至22.2%。增長主要由於成功實施化妝品、冷凍鏈產品及農產品

之產品改良，較去年同期錄得相對較高毛利率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約30.0％，或與去年同期比較，由佔營業額約6.4%上升至6.9%。主要由

於為鞏固化妝品、冷凍鏈產品及農產品客源及銷售網絡擴展計劃之市場發展、促銷活動、運輸

及裝卸以及分銷開支等支出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約為57,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7.0%。增長主要由較快速消費品傳統分銷

業務所佔之固定行政開支比例相對較高之物流及上游農業業務擴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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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乃為出售若干附屬公司之虧損。期內，就業務分部而言，本集團已出售若干Wide 

Fortune 集團從事上游農業業務之利潤貢獻相對較低之附屬公司。該上游農業業務經營架構之

重組可令本集團將其資源更有效地分配予利潤回報較高之農產品。

財務費用由去年同期之4,500,000港元減少至約1,90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所

動用之銀行融資水平下降及利率影響減少所致。

股東應佔純利增加至約106,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1.0%。簡而言之，儘管經營及

所得稅開支增加約22.0%，本集團純利增加主要由於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0.5%、本集團

整體毛利率增加1.4%、財務費用減少58.8%以及其他經營開支減少74.4%所致。

業務回顧、發展及前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 (i)分銷包裝食品、飲料、家庭消費品、化妝及護膚品及冷凍鏈產

品；(ii)提供冷凍鏈物流服務；及 (iii)種植及分銷農產品。本集團分銷之產品組合包括包裝食品、

飲料、家庭消費品、化妝及護膚品、急凍及冷藏產品，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3%、2%、2%、

8%及12%，而冷凍鏈物流服務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約8%。種植及分銷農產品佔本集團期內

營業額約45%。包裝食品類別主要包括餅乾、糖果、巧克力、調味品、植物牛油、奶粉、健康食

品、麵、零食、大米，以及滋補及獨家專營品牌產品。飲料則主要包括啤酒、酒及汽水，而家庭

消費品則主要為電池及浴室用品。化妝及護膚品包括彩妝、香水、香薰以及護膚及防曬產品。

冷凍鏈產品包括凍肉、海產及奶製品。農產品包括多種蔬菜及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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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產品主要向東南亞、美國、歐洲、澳洲及新西蘭採購，然後售予主要位於中國之批發

商、零售商及大型食肆。本集團亦在中國採購其部份化妝品及農產品。批發商仍為本集團之主

要客戶類別，佔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約45%。零售及大型食肆以及服務業分別佔本集團於

期內之營業額約25%、22%及約8%。

期內，本集團貫徹投入一站式服務平台業務，在中國擔當快流消費品、化妝品及冷凍鏈產品之

貿易商、營銷代表及供應鏈解決方案供應商。憑藉集團管理層長期擁有之分銷專業知識、在中

國廣泛及完備之銷售網路以及配備完善的冷凍鏈設施，本集團亦一直作多元化發展，致力成為

一站式綜合服務平台供應商，為中國農業進行耕作、增值加工、易腐爛物品物流及分銷服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強發展其上游農業業務。本集團已展開位於中國江西省農田面積約11,000

畝之第二及第三種植基地之發展工程。第二及第三種植基地預期分階段開展運作，並到二零

一零年達致其全面收成產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本集團亦於中國廣東省惠東取得面積約

15,000畝之農田。本集團於不同地域之農田儲備之進一步增加將令本集團確立其為上游農業

業務中具規模成員之地位，從而令本集團可受惠於政府政策，並擴展其種植業務以將與自然災

害及惡劣氣候條件相關之可能中斷生產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之種植基地極為注重優質綠色

食品，且將採用以高產量及優質為核心目標之生態綠色種稙方式。此項發展與中國政府以鼓勵

大型公司在農業業務進行規模耕作，並可加強食品安全以及改善耕種效率之現行政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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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亦已完成部份有關農產品發展之第二期拓展計劃。中山物流中心已重新發展其部

份現有設施，以建立農產品收成後及新收割加工生產線。加工農產品乃主要售予香港及中國批

發及零售市場以及連鎖餐廳。於來年，本集團將進一步拓展其農產品收成後及新收割加工業

務，以處理中山物流中心第二期核心發展中所產生之大規模加工運作，該拓展計劃包括成立持

有政府牌照之中央倉庫，其配備達國際認可水平之衛生及檢疫中心以及內銷及外銷農產品之

各種加工、重新包裝及存儲設施。

此外，本集團亦已落實於未來數年內於農產品發展創立其自有品牌之詳細計劃。創立品牌過程

首階段為撥出適當資源以於香港為農產品設立大量直銷窗口。主要以自有品牌供應並來自本

集團種植基地之多種農產品經中山物流中心加工後，將在本集團自有銷售點出售。類似業務模

式其後將複製至中國消費市場，以取得未來增長之動力。經營理想之銷售點業務將可彌補本集

團全面垂直綜合業務模式，並可完全控制從種植到加工及物流以至「最後一里」銷售之過程並

可大幅改善本集團之現金流量週期。此外，成功創立品牌可令本集團有別於其他市場競爭者，

並提升客戶對本集團穩定供應安全、健康及高質素品牌產品之認受性，繼而將推動本集團自有

上游農業以及中游加工及物流業務之高速增長。

於來年，本集團將通過市場導向法加強其整個供應鏈之多元化過程。上游農業、中游物流以及

下游貿易及零售業務各相關業務分類間之適當平衡可彼此創造交叉機會，並為股東帶來最佳

回報。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整個回顧期內之財政狀況保持穩健。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透過內部資源、股本融資及

銀行信貸，提供營運及業務發展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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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因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權而發行67,595,000股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6,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約251,5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277,100,000港元），其中逾95%之銀行借貸以港元結算，約96%之銀行借貸於一年內

到期。本集團所有銀行借貸均以浮動利率計息，及以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所給予之公司擔

保作抵押。

本集團絕大部份銷售、採購及服務收入均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結算。鑑於該等貨幣之匯率較

穩定，故董事認為本集團業務所承受之外幣波動風險並不重大。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重大對沖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255,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1,105,9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為411,4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356,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保持

穩定為約3.1（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3.1）。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

產約為2,859,9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2,717,500,000港元），而總負債約為

429,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435,300,000港元），資本負債比率約8.8%（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10.2%）。資本負債比率為銀行借貸對總資產之比率。資本負債比率輕微

下降乃主要由於來自期內留存溢利及股本融資令資產基礎更加堅實所致。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約630名員工，負責中國、香港及澳門之業務運作。

本集團乃按照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驗釐定其酬金。本集團亦為其中國員工設有退休福利計劃，

並為其香港員工設有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集團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

情向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批授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共109,384,596

份購股權仍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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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披露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52條須記入本公司記入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

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附註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林國興先生 1 362,400,000 13.96%

李彩蓮女士 2 128,520,000 4.95%

朱祺先生 3 21,000,000 0.81%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Best Global Asia Limited（「Best 

Global」）持有。Best Global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國興先生（李彩蓮女士之配偶）實益擁有。

2. 該等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World Invest Holdings Limited（「World Invest」）持有。

World Invest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李彩蓮女士（林國興先生之配偶）實益擁有。

3. 該等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Asia Startup Group Limited（「Asia Startup」）持有。Asia 

Startup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朱祺先生實益擁有。

以上披露之全部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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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期內所有時間，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讓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

歲之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經營成功有所貢獻之合資格參與

者提供獎勵及回報。董事會注意到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

劃」）即將屆滿，因此，董事會決議終止舊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採納新

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將於採納日期起十年內一直有效，除非因其他

原因被撇銷或修訂則另作別論。新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董事（包括非執行董

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其他僱員、本集團顧問或專家、本集團貨物或服務供應商，本集

團客戶以及董事所決定其他組別或類別之參與者。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將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股份數目，最多相當於本公司新購股權計

劃批准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於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新批准者除外。於任何十二個月

期間購股權獲行使後發行及將發行予合資格參與者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授出

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任何進一步授出超出此項限額之購股權須在股東大會徵求股東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士批授購股權須事先徵求所有獨立非

執行董事批准。此外，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倘若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

任何聯繫人士批授之任何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超過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0.1%及按

本公司股份於批授日期收市價計算之總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在股東大會徵求股東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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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購股權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姓名或類別

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 期內授予 期內行使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購股權
批授日期

購股權
行使期間

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非執行董事

陳昱 17,595,000 – – 17,595,000 二零零八年 
九月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0.617

僱員（合共） 79,177,500 – – 79,177,500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0.469

– 50,000,000 (50,000,000) – 二零零九年 
七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

0.365

其他合資格 
參與者（合共）

788,256 – – 788,256 二零零二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0.212

11,823,840 – – 11,823,840 二零零六年 
二月三日

二零零六年二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

1.020

17,595,000 – (17,595,000) –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0.469

    

126,979,596 50,000,000 (67,595,000) 109,384,596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109,384,596份（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8,252,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據本公司現行資本結構，悉數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後，會

發行109,384,596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252,000股）額外普通股，並產生額外

股本1,093,846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2,520港元）及股份溢價約59,12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75,000港元）（未計股份發行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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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據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顯示，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作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主要股東名稱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權益性質

佔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Best Global 附註 362,400,000 公司權益 13.96%

Pope Asset Management, LLC 145,445,662 公司權益 5.60%

FMR LLC 133,899,500 公司權益 5.16%

附註： 該等股份由Best Global以實益擁有人之身份持有，與林國興先生所持有於本公司之權益屬同一批股

份權益。

上文所披露之全部權益均指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彼

等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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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概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良好企業管治對提升本集團之營運效率及表現，以及保障股東之利益至為重要。

於整個期內，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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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就於期內有否違反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彼等確認已完全符合標準守則及其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陳昱女士及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潘耀祥先生及麥潤珠女士組成。審核委員會之職責及權限已清晰於職權範圍內

列明，包括但並不限於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制度、內部控制程序及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審核

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外聘核數師之獨立性。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守則一致之職權範圍。中期報告

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惟未由本公司核數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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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根據守則所載之條文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薪酬委員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耀祥先生及麥潤珠女

士。薪酬委員會之職責及權限已清晰於職權範圍中列明，包括但不限於就本公司所有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酬金之政策及結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審閱及批准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福利組

合。薪酬委員會已採納與守則一致之職權範圍。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共有三位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主席）、朱祺先生及李彩蓮女士，一位非

執行董事陳昱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John Handley先生、潘耀祥先生及麥潤珠女士。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林國興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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