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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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BAL GREEN TECH GROUP LIMITED
高寳綠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7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高寳綠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該報表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38,044 218,978
銷售成本  (138,858) (181,463)
   

（毛損）╱毛利  (814) 37,51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816 16,15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3,523) (32,125)
一般及行政開支  (94,586) (197,12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3 – 474
   

經營虧損 4 (117,107) (175,107)
融資成本 5 (5,751) 12,353
   

除稅前虧損  (122,858) (162,754)
所得稅 6 (5) (6,001)
   

本期間虧損  (122,863) (168,75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營運產生之匯兌差額  19,853 19,403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03,010) (14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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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9,170) (166,221)
少數股東權益  (3,693) (2,534)
   

  (122,863) (168,755)
   

下列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4,970) (145,665)

少數股東權益  1,960 (3,687)
   

  (103,010) (149,352)
   

股息 7 – –
   

每股虧損
基本 8 (0.0375港元) (0.0960港元)
   

攤薄 8 (0.0375港元) (0.0960港元)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9 1,802,096 912,16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156,032 1,171,136

勘探及評估成本  35,183 –

投資物業  34,350 34,075

預付經營租賃之土地租賃款項  139,074 139,992

無形資產 10 242,119 12,20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276,113 279,123

其他資產  2,484 –

土地賠償成本  2,958 –

其他按金及會所債券  350 350
   

  3,690,759 2,549,045
   

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之土地租賃款項  3,203 2,365

透過收益表以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11 – 19,866

存貨  77,742 56,14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206,284 104,113

應收貸款  23,645 44,9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849 35,514
   

  360,723 262,90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05,223 76,162

銀行貸款 14 219,953 215,308

融資租賃承擔 15 – 3

應付稅項  28,999 29,827
   

  454,175 321,300
   

流動負債淨額  (93,452) (58,3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97,307 2,49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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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06 1,106

可換股債券 19 494,975 –
   

  496,081 1,106
   

資產淨值  3,101,226 2,489,545
   

股本 16 381,530 262,078

儲備
股份溢價  1,780,895 1,422,538

可換股債券之權益部份 19 227,216 –

資本儲備  166,159 166,159

資本贖回儲備  300 300

法定儲備  110,121 110,121

以股份支付之報酬儲備  25,102 1,250

匯兌波動儲備  118,552 104,352

保留盈利  246,970 366,140
   

  2,675,315 2,170,86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056,845 2,432,938

少數股東權益  44,381 56,607
   

權益總額  3,101,226 2,48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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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股份      本公司
    支付之  匯兌波動 可換股 資本  擁有人 少數股東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報酬儲備 法定儲備 儲備 股份儲備 贖回儲備 保留盈利 應佔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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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262,078 1,422,538 166,159 1,250 110,121 104,352 – 300 366,140 2,432,938 56,607 2,489,545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119,170) (119,170) (3,693) (122,863)

換算海外附屬
 公司財務報表
 之匯兌差額 – – – – – 14,200 – – – 14,200 5,653 19,853
            

本期間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 – – – – 14,200 – – (119,170) (104,970) 1,960 (103,010)

發行股份 119,452 358,357 – – – – – – – 477,809 – 477,809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227,216 – – 227,216 – 227,216

發行購股權 – – – 23,852 – – – – – 23,852 – 23,852

因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而產生 – – – – – – – – – – (14,186) (14,186)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381,530 1,780,895 166,159 25,102 110,121 118,552 227,216 300 246,970 3,056,845 44,381 3,101,226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股份      本公司
    支付之  匯兌波動 可換股 資本  擁有人 少數股東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報酬儲備 法定儲備 儲備 優先股儲備 贖回儲備 保留盈利 應佔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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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133,321 1,092,905 166,159 24,754 110,121 79,461 26,635 300 986,552 2,620,208 66,854 2,687,062

本期間虧損 – – – – – – – – (166,221) (166,221) (2,534) (168,755)

換算海外
 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20,556 – – – 20,556 (1,153) 19,403
            

本期間全面
 收益╱（虧損）總額 – – – – – 20,556 – – (166,221) (145,665) (3,687) (149,352)

發行股份 65,437 101,564 – – – – – – – 167,001 – 167,001

註銷購股權 – 24,754 – (24,754) – – – – – – – –

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之權益部份 – – – – – – (26,635) – – (26,635) – (26,635)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198,758 1,219,223 166,159 – 110,121 100,017 – 300 820,331 2,614,909 63,167 2,67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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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9,963 214,12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6 (281,584)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5,754) (46,2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 14,335 (113,69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514 187,91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849 74,2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849 7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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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為一致。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包括以下主要業務分類：

(a) 家用產品分類－生產家用產品，售予一般消費市場之批發商及零售商；

(b) 工業用產品分類－生產工業用表面活性劑，主要售予紡織品及成衣生產商與貿易商；

(c) 化妝品及護膚用品分類－生產以Marjorie Bertagne（曼詩貝丹）為品牌之化妝品及護膚
用品，售予一般消費市場之特約經銷商及零售商；生產ODM/OEM產品，售予海外客戶；

(d) 生物科技產品分類－生產具醫療用途之生物科技產品；

(e) 投資分類－從事提供貸款融資服務及投資及╱或買賣有價證券、債券、外幣、多種基
金及其他產生收益之固定資產組合；及

(f) 採礦分類－從事黃金勘探、開發及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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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本集團以業務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家用產品 工業用產品 化妝品及護膚用品 採礦產品 生物科技產品 投資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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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予對外客戶

 之收入 3,065 5,379 85,194 118,251 30,048 95,348 – – – – 19,737 – 138,044 218,978
              

分類業績 (1,506) (1,220) (36,810) (135,716) (41,940) (47,078) (4,886) – (4,503) – 858 9,560 (88,787) (174,454)
            

未分配經營

 收益及開支             (28,320) (1,127)
              

經營虧損             (117,107) (175,581)

融資成本             (5,751) 12,353
              

除稅前虧損             (122,858) (163,228)

所得稅             (5) (6,001)
              

核心虧損             (122,863) (169,22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 474
              

本期間虧損             (122,863) (16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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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就建議清償東莞高寶化工有限公司（「東莞高寶」）
結欠一名獨立借款人（「借款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為數約39,881,000港元之貸款而
與該名借款人進行洽商。作為清償安排之條款，借款人要求本集團向其出售本集團於Global 

Chemical International Limited（「GCIL」，為中國之外商獨資企業東莞高寶之唯一投資者）之全
部權益。由東莞高寶所保留會轉讓予借款人之資產為東莞高寶洗衣粉業務有關的若干固定資
產及存貨。

此項交易之詳情載列如下：

 千港元

所出售之資產淨值－存貨及固定資產 39,40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74
 

 39,881
 

以下列方式支付：
清償東莞高寶結欠借款人之現金借款 39,881
 

4.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4,503 4,450

銷售存貨成本 138,858 181,4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535 43,868

研究及開發成本 1,150 1,130

員工成本 27,034 25,580

呆賬撥備 – 15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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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詳情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墊款與其他借款之利息開支 5,750 1,845

贖回虧損撥備撥回 – (17,461)

融資租賃承擔之融資開支 1 2

其他借貸成本 – 3,261
  

 5,751 (12,353)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以作撥備。

海外盈利之稅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公司附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
稅率計算。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稅項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利得稅 (5) –

海外稅項（附註(b)） – 6,001
  

稅項開支 (5)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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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盈利之稅項與採用本公司所屬國家稅率計算之理論上稅項差異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99,007) (162,754)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附註(a)） (22,045) (41,169)

非應課稅收入 (564) (1,672)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0,034 42,841

不可扣稅開支 2,573 6,00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 –
  

稅項開支 (5) 6,001
  

附註：

(a) 適用稅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

(b) 海外稅項撥備乃就本公司在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而作出。按照相關中國所得稅規則及
規例，中國頒佈之所得稅率為25%（二零零九年：25%）。部份附屬公司獲中國有關當
局批准獲稅務優惠待遇。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 –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12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19,1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
損166,221,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176,507,830股（二零零九年：
1,732,171,997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19,1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
損166,221,000港元）及已就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之潛在攤薄影響作出調整之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3,176,507,830股（二零零九年：1,732,171,997股）計算。

 於六月三十日之股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使用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176,507,830 1,732,171,997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使用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176,507,830 1,732,171,997
  

9. 商譽

商譽乃產生自以下交易：

(a) 向凱晶市場管理有限公司收購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高寳化妝品（香港）有限公司30%

股本權益。

(b) 收購擁有凱晶市場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之Supreme China Limited之100%權益，
凱晶市場管理有限公司乃從事分銷MB產品及面部護理業務。

(c) 收購擁有湖南西澳礦業有限公司80%股本權益之Westralian Resources Pty Limited之
100%權益，湖南西澳礦業有限公司乃從事黃金勘探、開發及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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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
 無形資產 及設備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08,909 1,891,748

添置 – 3,435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234,117 14,610

匯兌調整 985 20,32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44,011 1,930,118
  

累計攤銷╱折舊╱減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6,706 720,612

期內攤銷╱折舊開支 4,503 48,535

匯兌調整 683 4,93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1,892 774,08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42,119 1,156,032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203 1,171,136
  

11. 透過收益表以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市值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 – 18,540
 －海外 – 1,326
  

 – 1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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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96,881 64,486
應收票據 – 2,04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0,435 68,314
  

 237,316 134,840
減：呆賬撥備 (31,032) (30,727)
  

 206,284 104,11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61,824 28,965
31天至60天 5,287 15,600
61天至90天 7,289 4,943
90天以上 22,481 17,018
  

 96,881 66,526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 (31,032) (30,727)
  

 65,849 35,799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30天至180天（二零零九年：30天至180天）。於應收貿易賬款不
再可能全數收回時計提減值虧損，並於其後撇銷。壞賬於產生時撇銷。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
據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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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49,356 31,49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55,867 44,669
  

 205,223 76,16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25,860 12,760

31天至60天 12,003 7,211

61天至90天 7,327 5,468

90天以上 4,166 6,054
  

 49,356 31,493
  

應付貿易賬款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14. 銀行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貸款（附註(a)） 219,953 215,308
  

 219,953 215,308
  

附註：

(a) 有抵押銀行貸款為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向中國多間銀行借取之短期貸款，並以位於中
國之物業作抵押。該等短期貸款之本金額為人民幣191,56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
幣189,560,000元）（相等於約219,95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15,308,000港元）。年利率
為介乎4.617厘至6.372厘。

本集團之借款乃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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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融資租賃承擔

融資租賃承擔之詳情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於下列期間償還之融資租賃承擔：
一年內 – 4

一年後但於兩年內 – –

兩年後但於五年內 – –
  

 – 4

減：融資租賃之未來融資費用 – (1)
  

融資租賃承擔之現值 – 3
  

16.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8,000,000,000股（二零零九年：6,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815,303,300股（二零零九年：2,620,781,3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81,530 26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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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九日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透過增
設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由600,000,000港元增至800,000,000港元。

 股數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333,211 133,321

行使購股權 198,506 19,851

透過公開發售配發 644,620 64,462

行使可換股債券 444,444 44,44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620,781 262,078

配發代價股份 762,022 76,202

行使可換股債券 432,500 43,25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815,303 381,530
  

17.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土地及樓宇。物業租賃洽租期介乎一年至五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下列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本集團日後須支付之最
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563 2,171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3,846 –

五年後 – –
  

 12,409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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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下列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予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565 47,97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1,200,000
  

 24,565 1,247,97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根據協議，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澳洲公司Westralian Resources Pty. Ltd.及其礦業附屬公
司湖南西澳礦業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約為1,200,000,000港元，乃以發行約
305,000,000港元之新股份及約89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支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買賣協議已正式完成。有關此交易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之通函
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佈。

於本期間內，約173,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已按每股普通股0.4港元之行使價轉換為
432,500,000股普通股。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購買代價：
代價股份 304,809
可換股債券 895,191
減：下列所收購淨資產之公平值 (310,070)
 

商譽 88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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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值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10 14,610

無形資產 234,117 234,117

其他資產 47,323 47,323
  

 296,050 296,050

其他應付款項 (166) (166)

少數股東權益 14,186 14,186
  

本集團應佔之淨資產 310,070 310,070
  

所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2

以現金清付之購買代價 –
 

現金流入淨額 552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1.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22.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經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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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研討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38,04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218,980,000港元減少36.96%，而毛
損則為81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毛利37,520,000港元減少102.16%。本期間錄得虧損
122,86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168,760,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3.75港仙（去年
同期：每股基本虧損9.6港仙）。

營運回顧
I. 家用產品

於回顧期間，家用產品的營業額為3,07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2.94%，佔本集
團總營業額2.22%。市場競爭熾烈，導致此分部的毛利率亦逐步下降。本集團將利
用具競爭力的價格及市場策略，維持其市場佔有率。

II. 工業用產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工業用產品之營業額下跌27.96%至85,190,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61.71%。憑藉悠長的營運歷史及穩固之客戶基礎，工業
用表面活性劑一直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儘管國內紡織品及成衣業於二零一零年
經營困難，惟本集團在業內仍能維持一定的市場佔有率。雖然國內紡織品用工業
酶市場暫時由外國企業主導，惟本集團有信心，憑藉優質的產品及較低廉的價錢，
假以時日定能在市場上分一杯羹。

III. 化妝品及護膚用品
於回顧期間，化妝品及護膚用品之營業額下跌68.48%至30,050,000港元，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21.77%。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造成沉重打擊，以致消費需求在經濟
增長放緩下亦轉趨疲弱。憑藉旗下符合化妝品GMPC規格之先進生產設施及研發專
門技術，本集團透過供應禮品及精品形式之ODM化妝品及護膚用品，繼續拓展歐
洲及北美洲市場。

IV. 生物科技產品
於本期間內並無出售任何生物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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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投資
於本期間內，變現投資證券帶來860,000港元之經營盈利（去年同期：未變現盈利
9,560,000港元）。

VI. 採礦產品
本集團正在檢討採礦業務之營運事宜，故尚未展開採礦及生產程序。於有關期間，
本集團並無進行有關勘探、開發及生產之重大活動，因此，本集團並無就黃金開
採產生任何勘探、開發及生產之重大成本。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用途
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

於本期間內，分別向承配人配發762,022,000股普通股作為收購一間礦業公司80%間接權益
之代價股份，並且於本公司所發行作為上述交易代價之可換股債券所附帶之換股權獲行使
時向承配人配發432,500,000股普通股。有關交易之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之
通函內。於本期間內，配發代價股份及轉換可換股債券導致額外發行1,194,522,000股本公
司普通股。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本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49,850,000港元。本集團採取穩健之現
金及財務管理庫務政策。所保留之現金大部份存作人民幣及港元短期存款，故匯率波動風
險甚低。為增加財政回報，本集團亦有投資於不同投資組合，包括有價證券、債券、基金、
外幣及固定收益資產。股東資金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為3,056,850,000港元，而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432,940,000港元，即增加623,910,000港元，增幅25.64%。

根據協議，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澳洲公司Westralian Resources Pty. Ltd.及其礦業附屬公
司湖南西澳礦業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約為1,200,000,000港元，乃以發行
305,000,000港元之新股份及89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支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買賣協議已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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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為18,050,000港元，乃以營運現金、銀行貸款、發行股份及可
換股債券支付。該18,050,000港元當中，14,610,000港元與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有關，乃以發
行股份及可換股債券支付。

本集團債務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大部份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密切監察其借貸以確保還款
進度順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融資總額中已動用約220,000,000港元，為短期銀
行貸款。

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由去年之52日增至本期間之88日。應收賬及應付賬周轉期分別為67日及
53日。淨負債與權益比率及資本與負債比率（計息負債總額與總資產比率）分別為31.09%及
5.43%，而流動比率為0.79。

展望
具巨大發展潛力之嶄新業務－綠色再造能源
就綠色再造能源項目（「項目」）而言，香港特區政府直屬之香港科技園公司已按約
39,010,000港元向本集團批出一幅位於元朗工業園面積約24,000平方米之地皮，以成立再造
能源業務。本集團已向香港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提交申請，現正與政府進行商討。本集
團相信，該業務將成為本集團未來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本集團將主要透過向公共運輸公司等不同客戶躉售優質石油化工產品（如碳黑及╱或活性
碳），以首先開發香港市場。長久而言，本集團有意向面臨高油價壓力之海外市場（如新加
坡、馬來西亞及日本）拓展此項業務。本集團認為其發展策略將會加快其增長及為股東帶
來可觀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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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及護膚用品
目前，本集團自有品牌「Marjorie Bertagne (MB)」旗下分有零售及專業產品系列，本集團會
貫徹開發及促銷新系列MB產品。此外，在出色的內部產品設計團隊及先進的生產設施的
支援下，本集團正計劃推出另一個新品牌，為針對年青人的功能潔膚產品，藉以提升市場
佔有率。本集團預期將在國內推出此新產品作為其主要市場。除此以外，本集團亦以具競
爭力的價格，為歐美的ODM及OEM客戶設計及生產優質的護膚用品、彩妝品及浴室用品。
作為此項ODM及OEM業務「一站式服務」的一部份，本集團亦有向客戶提供研發、採購、
銷售及技術諮詢等服務。

生物科技產品
董事相信，由於中國政府環保意識日益增強，故工業酶業務將為工業用產品業務帶來收入。
本集團亦相信，工業酶的生產將大大減少本集團對海外進口的依賴，同時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奉行明確有效的管理方針，與員工保持良好關係。本集團聘請富經驗人才時並無遇
上任何困難，其營運亦未曾因勞資糾紛受到任何干擾。本集團為其全體僱員提供社會保障
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及醫療保險計劃）。本集團並無因相關法定退休計劃而須承擔任
何重大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720名僱員。期內已支付之員工成本總額約為
27,03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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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依據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計劃」）已被終止，並採納另一項購股
權計劃（「新計劃」）。於舊計劃被終止後，不得據此再授出購股權，惟舊計劃之條文於所有
其他方面仍然具有效力，而所有於舊計劃被終止前已授出之購股權仍然有效，並可按照有
關條文予以行使。於本期間內，該等計劃之條款並無任何變動。該等計劃之詳盡條款於二
零零九年年度賬目內披露。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本期間內，根據新計劃共授出262,078,130份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新計劃授出而尚未獲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本公司股份價格
  

   一零年   一零年
參與人 授出日期 原有行使價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六月三十日 於授出日期 於行使日期
  港元     港元 港元

貨品或服務供應商、客戶及其他

合計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 (1) 0.44 10,000,985 – – 10,000,985 0.44 不適用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1) 0.349 – 262,078,130 – 262,078,130 0.34 不適用
      

   10,000,985 262,078,130 – 272,079,115
      

根據新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10,000,985 262,078,130 – 272,07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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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上述購股權之行使期經董事釐訂為授出日期起計三年。本公司所披露於購股權授出日期之股
份價格乃指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本公司所披露於購股權
行使日期之股份價格乃指緊接購股權行使日期前股份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已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在計及購股權於歸屬期間歸屬之可能性後於損益確認。待購股權
行使後，本公司會將據此發行之股份按股份面值入賬作為增添股本，而每股行使價超出股
份面值之數額會計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於行使日期前已失效之購股權（如有）從未行使
購股權中剔除。

或然負債及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若干
銀行貸款乃以位於中國之物業作抵押。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其本身之股份。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本證券、債務證券或認股權證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在按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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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顯示，本公
司獲通知擁有其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之主要股東如下：

  佔本公司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Star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 1,110,000,000 29.09%

Double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569,046,976 14.91%

Successful Era Investments Limited 300,000,000 7.86%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全指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其他人士（上文所披
露之本公司董事除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通知，彼等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之權益或淡倉。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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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在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均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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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國裕先生、林影女士及李永祥先生。

載有審核委員會權力及職責之職權範圍書乃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成立審核委員會
之指引」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工作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過程及內
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定期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葉頌偉先生、Wong Hiu Tung先生及賈雪雷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國裕先生、林影女士及李永祥先生。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葉頌偉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