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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

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

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高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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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神州東盟資

源有限公司之資料；神州東盟資源有限公司董事願就本報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成分；2.概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及 3.本報告中表達之所有

意見均經過適當及謹慎考慮後達致，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礎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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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神州東盟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331 80 1,441 80

銷售成本 (222) — (280) —

毛利 1,109 80 1,161 80

其他收入 4 1,736 61 5,486 63

銷售及分銷費用 (92) (141) (287) (336)

行政開支 (8,268) (8,679) (18,288) (21,826)

財務費用 — (4,371) — (8,743)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7 — — 182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822 — 4,864 —

除稅前虧損 5 (1,693) (13,050) (6,882) (30,762)

稅項 8 — — — —

期內虧損 (1,693) (13,050) (6,882) (30,762)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神州東盟資源有限公司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 

報表之匯兌差額 (36) 195 (36) 19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稅後 (36) 195 (36) 19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729) (12,855) (6,918) (30,567)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9 (0.06) (0.85) (0.26) (2.13)

(0.06) (0.85) (0.2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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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42,209 42,793
生物資產 25,510 21,295
無形資產 12 852,185 853,091
商譽 6 18,579 18,57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5,832 120,968

1,064,315 1,056,726

流動資產
存貨 13 8,019 4,73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5,722 23,378
銀行及手頭現金 694 2,503

24,435 30,6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 38

24,435 30,652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5 54,430 43,703
應付稅項 — 1,899

54,430 45,60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負債 — 538

54,430 46,140
流動負債淨值 (29,995) (15,48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34,320 1,041,238

資產淨值 1,034,320 1,041,2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131,198 131,198
儲備 903,125 910,043

以下各項應佔之權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34,323 1,041,241
非控股權益 (3) (3)

權益總額 1,034,320 1,04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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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資本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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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經審核） 38,927 604,213 5,265 104,407 8,243 2,043 (29,843) 733,255 — 733,255

與股東進行之交易
發行配售股份 5,334 58,674 — — — — — 64,008 — 64,008
轉換可換股債券 61,152 207,917 — (101,759) — — — 167,310 — 167,310
確認權益結算股份為本付款 — — — — 696 — — 696 — 696

與股東進行之交易總額 66,486 266,591 — (101,759) 696 — — 232,014 — 232,014

全面收益
期內虧損 — — — — — — (30,762) (30,762) — (30,76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95 — 195 — 19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95 (30,762) (30,567) — (30,56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未經審核） 105,413 870,804 5,265 2,648 8,939 2,238 (60,605) 934,702 — (934,70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經審核） 131,198 972,987 5,265 — 3,482 2,118 (73,809) 1,041,241 (3) 1,041,238

與股東進行之交易
購股權失效 — — — — (1,903) — 1,903 — — —
確認權益結算股份為本付款 — — — — — — — — — —

與股東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 (1,903) — 1,903 — — —

全面收益
期內虧損 — — — — — — (6,882) (6,882) — (6,88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6) — (36) — (36)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6) (6,882) (6,918) — (6,91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未經審核） 131,198 972,987 5,265 — 1,579 2,082 (78,788) 1,034,323 (3) 1,03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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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4,689 (23,605)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6,479) (47,777)

來自融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 64,0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790) (7,37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3 15,441

匯率變動影響 (19)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4 8,0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手頭現金 694 8,063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神州東盟資源有限公司7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一年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等準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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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就有關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

響展開評估工作，惟現階段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

大影響。

2. 營業額

期內已確認之營業額可作如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木材及農產品 1,331 80 1,441 80

1,331 80 1,44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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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審核的用作戰略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以下三個可呈報分部：

天然資源 — 木產品製造及種植

物流 — 煤炭物流及買賣

製造 — 塑膠及木製家居產品設計及製造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彼等分開管理，因為各個業務需要不同技術

及營銷戰略。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所描述者一致。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企業收入及開支、財務費用

及股息預扣稅產生之遞延稅項開支。

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天然資源 物流 製造 總計 天然資源 物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441 — — 1,441 80 — 80

分部業績 (11,095) (1,285) — (12,380) (13,245) (38) (13,28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4,864 4,864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5,497 55

未分配企業開支 (4,863) (8,791)

財務費用 — (8,743)

除稅前虧損 (6,882) (3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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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6 — 8

撥備撥回 50 — 3,656 —

一項收購之補償 1,616 — 1,616 —

其他 70 1 214 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54 — 54

1,736 61 5,486 63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費用

債券利息 — 4,371 — 8,743

員工成本

工資及薪金 1,764 2,661 3,124 6,634

股份為本付款 — 289 — 696

員工退休福利 16 17 32 36

其他項目

折舊 1,702 988 2,920 1,472

核數師酬金 110 57 221 57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274 261 543 506

森林開發權攤銷 3,183 3,183 6,366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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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Linkbest System Development Limited以總代價

25,000,000港元取得內蒙古華越礦業有限公司（「內蒙古華越礦業」）的控制權。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正向

相關中國機構申請批准轉讓內蒙古華越礦業股本權益擁有權。

(a) 於收購日期收購之資產及確認之負債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機器 — 賬面淨值（附註 11） 9,717

按金、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 1,205

可收回稅項 76

銀行現金 20

其他應付款項 (615)

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3,982)

6,421

於收購時收購之商譽 18,579

25,000

支付方式：

現金 25,000

由於本集團以現金支付所有代價，故此因收購附屬公司而錄得現金流出 2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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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代價220,000港元出售桂林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全部註冊股本。

已出售資產淨值及出售之收益之詳情如下：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

銀行及手頭現金 2

已出售資產淨值 38

現金代價 22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82

8. 稅項

(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概無任何須繳扣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

溢利，故本集團並無於該等期間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b) 中國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任何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規定

及規則所釐訂之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為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c) 柬埔寨之溢利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任何根據柬埔寨相關稅法規定及

規則所釐訂之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為柬埔寨之溢利稅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d) 遞延稅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概無任何重大可抵扣或應課稅之暫時差

額，因此並無必要為遞延稅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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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分別按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1,69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3,050,000港元）及 6,8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0,762,000港元），除以

有關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加權平均股數 2,623,950,965股

及 2,623,950,965股（二零一一年：分別為 1,538,218,884股及 1,447,248,079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及轉換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可能引致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

六個月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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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建成道路 醫療設備 汽車
廠房、

機器及設備
租賃

物業裝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5,403 24,169 426 2,297 883 — 33,178
添置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 — — — — 13,953 — 13,953
— 由本集團 1,597 1,807 — 195 9,727 43 13,369
持作出售之資產 (58) (302) (12) (372)
轉撥至生物資產 (4,737) (4,737)
出售 — — — (535) (91) — (626)
撇銷 (79) (79)
匯兌調整 2 — 4 22 273 — 301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6,865 21,239 430 1,677 24,733 43 54,987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6,865 21,239 430 1,677 24,733 43 54,987
添置 2,484 — — — — — 2,484
出售 — — — — (334) — (334)
匯兌調整 — — — — (29) — (29)
轉撥 — — — (437) 437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9,349 21,239 430 1,240 24,807 43 57,108

總計折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786 815 399 1,187 477 — 3,664
年內折舊 840 692 27 333 3,087 6 4,985
出售時撥回 — — — (414) (86) — (500)
持作出售之資產 (22) (302) (11) (335)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 4,236 4,236
匯兌調整 5 — 4 23 112 — 14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1,609 1,507 430 827 7,815 6 12,19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609 1,507 430 827 7,815 6 12,194
期內折舊 460 356 — 123 1,977 4 2,920
出售時撥回 — — — — (218) — (218)
匯兌調整 — — — — 3 — 3
轉撥 — — — (314) 314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069 1,863 430 636 9,891 10 14,899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7,280 19,376 — 604 14,916 33 42,20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5,256 19,732 — 850 16,918 37 4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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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

森林開發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891,472

添置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91,47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891,472

添置 5,46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96,932

累計攤銷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5,647

年內攤銷 12,73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38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8,381

期內攤銷 6,36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44,747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52,18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3,091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神州東盟資源有限公司15

13. 存貨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95 146

在產品 2,800 2,269

製成品 4,824 2,318

8,019 4,733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2,001

減：呆賬撥備 — (2,001)

—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2,212 25,435

減：呆賬撥備 — (6,084)

應收關連人士之款項 2,499 2,245

已付按金 1,011 1,782

15,722 23,378

15. 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26,392 20,626

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28,038 23,077

54,430 43,703

所有其他應付款項預期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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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每股金額 金額 股份數目 每股金額 金額

千股 港元 千港元 千股 港元 千港元

法定

年╱期初及終 4,000,000 0.05 200,000 4,000,000 0.05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年初 2,623,951 0.05 131,198 778,540 0.05 38,927

發行股份(i) — — — 483,871 0.05 24,194

配售股份(ii) — — — 106,680 0.05 5,334

轉換股份(iii) — — — 1,254,860 0.05 62,743

年╱期終 2,623,951 0.05 131,198 2,623,951 0.05 131,198

附註：

(i)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透過就收購 Live Rise Technolog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 30%發行約 483,871,000股代價股份，將其已發行股本增加 24,194,000港元。

(ii)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完成根據其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本公司透過發行 106,680,000

股配售股份，將其已發行股本增加 5,334,000港元。

(iii)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行使其轉換權，合共轉換

1,254,860,000股轉換股份。本公司股本金額因發行轉換股份而進一步增加 62,74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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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a) 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計提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種植及整理森林 19,480 13,969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11

19,480 14,280

(b) 經營租賃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在日後就土地及樓宇應付之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96 397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 —

五年後 — —

396 397

本集團以經營租賃租用多項物業，有關租約一般初步為期一年或兩年，當重新商議所有重要條款

時有權更新租約。租賃均不包括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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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交易及結餘

年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及關連公司之重大業務交易及結餘載列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附屬公司 (i) — 25,000

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ii) 4,990 4,784

應付一名主要管理層僱員之款項 (iii) 23,048 19,771

附註：

(i)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賣方訂立收購協議，以代價 25,000,000港元收購內蒙古華

越礦業之全部註冊股本，而龔挺先生（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董事）亦為該公司之股東及董事。

(ii)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款項約 4,784,000港元及

4,990,000港元分別指一名關連人士作出之一般墊款，龔挺先生為該關連人士之董事並於其中擁

有股權。

(iii)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款項約

19,771,000港元及 23,048,000港元分別指一名關連人士作出之一般墊款，主要管理層僱員張震

中先生為該關連人士之董事並於其中擁有股權。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期內概無訂立其他重大之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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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來自於柬埔寨銷售木產品之營業額約為 1,441,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8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約為 5,48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3,000港元）。

該增加主要由於撇銷註冊中國附屬公司後撇減若干負債之非經常性收益 3,655,000港元，以及根據本

集團於二零零七年收購首個森林之買賣協議項下之溢利保證向本公司作出之補償約 1,616,000港元所

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 6,8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30,762,000港元）。虧損較過往期間減少主要因行政費用及財務費用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 0.26港仙（二零一一年：2.13港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尚未償還之銀行貸款（二零一一年：無）及尚未行使之對沖工具

（二零一一年：無）。

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之首要目標乃保障本集團能持續經營，為股東創造回報及為其他股權持有人帶來利

益，以及維持最佳股本架構以減低資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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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負債比率監控資本。該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本集團之策略為將負債比率維持

於 100%之內，與過往年度貫徹一致。為維持有關比率，本集團將透過派付股息、發行新股份、購回

股份、籌集新債務融資或償還現有債務，致力於平衡其整體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分別為 5.00%及 4.24%。負債比率

於過往回顧六個月內增加乃由於一名主要管理層僱員之一般資金（如附註 18所述）所致。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或信貸。

財務資源、借貸、銀行信貸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總資產約為 1,088,75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72,675,000港

元），資金來自流動負債約 54,43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732,000港元）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約 1,034,32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34,702,000港元）。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 24,4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2,494,000港元），其中約 694,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8,063,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約為 54,43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21,732,000港元），其中約 54,43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409,000港元）為貿易及其他應付

款項及零港元（二零一一年：323,000港元）涉及所得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

還銀行借貸（二零一一年：無）。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作為其營運資金。本集團之政策為將盈餘資金存入銀行，作短期存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 0.39港元（二零一一年：0.64港元）。

資本承擔、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預期於 70年特許經營權期內從初步整理其森林地區及其後種植橡膠樹中獲得經濟利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履行之資本承擔約為 19,48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4,28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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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乃經營管理之重要部分。本集團已實施有效之風險管理框架，以確保所承受之風險獲妥善管

理。由於經營礦物資源及森林開發業務，本集團承受範圍廣泛風險，最主要者為信貸、流動資金、市

場及經營風險。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框架包括制訂識別及分析風險之政策及程序，並設定適當之風險控

制限制。風險管理政策及主要控制限制由董事會批准。風險限制會由內部監控部門通過使用可靠及新

式之管理資訊系統持續進行監察及控制。對各類風險之管理乃於董事會層面妥善協調。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乃客戶或交易對方無法履行合約下責任時產生之財務損失風險。此風險主要來自併購交易及

買賣。本集團已實施專門政策及程序，以控制及監察一切有關活動之風險。

內部監控部門職能乃獲授權通過以下各項提供信貸風險之中央管理：

—  對審批過程、放款後監察及收款過程制定信貸政策；

—  就設定客戶信貸還款期以及接納客戶之擔保、承諾或按金與否發出指引；

—  按賬齡分析審閱應收賬款之還款情況；

—  監察客戶之最大風險；及

—  就不同信貸相關事宜向業務單位提供建議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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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多個層面進行持續信貸分析及監察。長期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會受特別注視。減值虧損之撥

備會每半年作出。本集團成立收款及追收單位，為客戶提供支援，以將長期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之收

回金額盡量提高。管理層定期對既有減值撥備之充足性作出評估，方法為進行詳細之賬齡分析審閱，

以及將表現及逾期還款數據與歷史趨勢進行比較。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管理對本集團極為重要，其確保本集團有能力在到期時履行責任。本集團之政策為妥善管理

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從而使現金流量獲得適當平衡及履行所有資金責任。

本集團已建立政策及程序，採用現金流量管理手法來每月監察及控制其流動資金情況。該方法嘗試預

測業務所必須之現金流入及流出，其將反映出在預測情況之範圍內任何期間之融資需要。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指匯率、利率及股權指數變動令本集團產生損益。本集團之市場風險管理目標為管理及控制

市場風險水平，以優化風險回報。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之市場風險主要來自確保有效之外匯風險管理。本集團主要在香港、柬埔寨及中國營運，

並面臨來自多種貨幣資產（主要與人民幣及美元相關）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外匯風險來自未來商業交

易、獲確認之資產及負債，以及外國業務之投資淨額。

本集團並無對沖其有關人民幣之外幣風險。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將考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

大之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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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對沖其有關美元之外幣風險，此乃由於港元及美元之匯率掛鈎及於某一範圍內浮動。匯率

之永久性變動將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結算之對沖工具（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按照浮動利率計算之銀行貸款，令本集團須承受利息開支之不確定性，而

按照固定利率計算之債券則為控制整體利息開支提供緩衝區。本集團之政策為盡量減少其利率組合中

按照浮動利率計算之借款。

股權風險

本集團之股權風險主要來自長期股權投資。所持之所有股權乃控制超過 50%，並持作長期投資，不會

因短期起伏變化而波動。

運作風險

運作風險乃指因詐騙行為、未經許可活動、錯誤、遺漏、不足、系統失誤或外在事件而產生之損失風

險。此等風險潛在於每個業務組織，所覆蓋之事宜甚為廣泛。「錯誤」、「遺漏」及「不足」等詞彙包括處

理失當、系統╱機器故障及人為錯誤。

本集團之運作風險管理旨在以具備成本效益之方法將運作風險管理及監控於與本集團可承受風險程度

相當之目標水平，該程度由董事會不時討論及釐定。

正式管治架構有助監管運作風險之管理。於本集團各附屬公司，業務經理負責維持可接受程度之內部

監控，並與運作規模及性質一致。彼等負責識別及評估風險、設計監控措施及監察該等措施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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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未償還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林業、製造木產品及種植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額為 1,441,000港元，乃主要產生自外銷木地板材料到中

國。

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之橡膠樹種植計劃為 1,000公頃。然而，鑒於本公司之現金流量目前備受挑戰，本

集團已修訂種植計劃，下調至 300公頃。根據本集團過往申請縮減種植計劃之經驗，本集團將於二零

一二年十月或前後向柬埔寨政府提出正式要求。

煤炭物流及貿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煤炭物流及貿易業務表現未如理想，而本集團並無就

煤炭物流及貿易業務錄得任何收益。因此，本集團已與執行董事龔挺先生訂立意向書，以向龔先生或

龔先生安排之買方出售內蒙古華越礦業之全部權益，代價為不少於 25,000,000港元。本集團預期，

上述出售之正式協議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訂立。

塑膠及木產品製造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佔 Live Rise Technology Limited（「LRT」）溢利約

4,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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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林業、製造木產品及種植業務

鑒於本集團撥付資金擴大木材存貨以及預先申請出口許可證之能力有限，故其林業銷售潛力、木產品

之製造及種植業務均受限制。然而，本集團有意透過不同經營模式如合作或引入策略投資者繼續發展

此業務作為其主要業務之一。預期木產品之生產及外銷將於本年度下半年有所增加，例如，為把本集

團橡膠樹種植之潛在成本減至最低，本集團正與若干種植夥伴（包括中國之國有公司）協商進行業務合

作。

煤炭物流及貿易

如上文所述，本集團預期出售內蒙古華越礦業之全部權益之正式協議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訂立，該出售後，本集團將不再從事煤炭物流及貿易業務。

塑膠及木產品製造

憑著 LRT之持續業務發展及本集團有意繼續進一步收購 LRT之權益，本集團將可在 LRT之塑膠及木產

品製造業務中取得更大利益，以把握中國塑膠及木產品業之增長機會。

僱員資料及僱員福利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116名（二零一一年：218名）僱員。僱員人數乃按期末人數計

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為 3,124,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6,634,000港元）。

除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採納之新購股權計劃外，本集團亦遵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之規

定，為其香港員工提供強積金計劃，同時本集團亦根據中國相關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支付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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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之有關勞動規則及法規，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參與由市政府組織之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

（「有關計劃」），根據有關計劃，附屬公司須為合資格僱員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中國政府承擔應付退

休僱員之全部退休金責任。本集團毋須負責有關計劃供款以外之任何退休福利。

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

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之相關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至第 5.67條所述董事買賣最低標準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之

概約持股

百分比

Better Day 

International 

Limited（「Better 

Day」）（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446,370,967 — 17.01%

龔挺先生 實益擁有人 415,000,000 — 15.82%

梁仕元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950,917 — 0.42%

— 5,000,000 0.19%

（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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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之

概約持股

百分比

張震中先生 實益擁有人 27,328,000 — 1.04%

— 5,000,000 0.19%

（附註 3）

附註：

1. Better Day由庾曉敏女士全資及實益擁有。

2. 梁仕元先生獲授 5,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3. 張震中先生獲授 5,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b) 於本公司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之淡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之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已批准及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並終止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採納

之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任何僱員及董事均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已分別按行使價每股 1.75港元、0.815港元及 0.365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向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 10,286,000份、9,257,000份及

13,300,000份購股權。隨後，授予前任董事之約 1,029,000份購股權及授予高級僱員之約 7,557,000

份購股權已在彼等辭任後註銷。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約

6,173,000份及 5,787,000份購股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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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787,000 — — (5,787,000) —

二零一零年 

六月四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12,300,000 — — — 12,300,000

18,087,000 — — (5,787,000) 12,3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擁有可供認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任何證券之權益或權利。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或彼等各

自之任何聯繫人（包括配偶或 18歲以下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

獲得利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之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置

存之登記冊所示，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

淡倉。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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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任何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且就

本公司業務而言屬於重大之合約、承擔或協議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從事任

何業務，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段期間內，本公司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其條款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條至第 5.67條所規定之交易必守標準同等嚴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段期間內，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已完全遵守上述之行為守則及交易必守標準。

企業管治及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列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條至第 5.33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及書面訂明其

職權。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並向董事提供意見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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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張穎先生、談偉樑先生及文慧

英女士。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本公司之報告及財

務報表，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委員會成員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並認為該業

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而編製。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曾令晨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