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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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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BILLION RESOURCES LIMITED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4）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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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重列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7 21,747 34,717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9,518) (33,799)  

毛利 12,229 9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802 1,1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529) (12,102)
行政費用 (31,686) (27,273)
商譽之減值虧損 – (322,45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455,34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 (25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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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重列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19,184) (1,069,253)
融資成本 8 (16,162) (17,440)  

除稅前虧損 (35,346) (1,086,693)
所得稅開支 9 (969) (24,67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36,315) (1,111,367)

非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盈利 10 – 256,446  

期內虧損 11 (36,315) (854,921)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612 47,236
出售附屬公司後解除之匯兌儲備 – (208,60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7,612 (161,36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8,703) (1,016,287)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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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重列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應佔期內（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 持續經營業務 (32,688) (1,073,719)
－ 非持續經營業務 – 244,7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2,688) (828,991)  

非控股股東權益

－ 持續經營業務 (3,627) (37,648)
－ 非持續經營業務 – 11,718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虧損 (3,627) (25,930)  

(36,315) (854,921)  

下列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639) (990,354)
非控股股東權益 (4,064) (25,933)  

(28,703) (1,016,287)  

每股虧損（港仙）
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2(a) (0.62) (16.26)  

攤薄 12(a)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2(b) (0.62) (21.06)  

攤薄 12(b)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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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2年6月30日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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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46 96,293
無形資產 13 1,545,032 1,547,277  

1,647,678 1,643,570  

流動資產
存貨 9,673 7,00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789 15,362
銀行及現金結餘 6,034 18,946  

25,496 41,31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52,358 61,053
借款 62,137 37,444
可換股債券 14 290,191 290,191  

404,686 388,688  

流動負債淨額 (379,190) (347,3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8,488 1,296,19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5,536 344,543  

資產淨值 922,952 951,65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523,530 523,530
儲備 217,175 241,8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0,705 765,34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2,247 186,311  

總權益 922,952 95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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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的

地址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68-200號招商局大廈28樓2811室。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自2011年6月29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i)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黃金勘探、開

發及採礦；及(ii)於香港買賣化妝及護膚產品及提供美容療程服務。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誠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本集團違反了可換股債券的若干契諾。本公司董事（「董

事」）認為，本公司並無責任償還可換股債券，原因為該等可換股債券將會兌換為股份。當時的董

事另獲告知，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表明其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之意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

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i)可換股債券獲兌換為本公司股份之成功結果；及(ii)本公司

主要股東向本集團提供可動用資金，以於到期時履行其財務責任以及撥付其日後營運資金及財務

需要。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維持持續

經營，則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調整，以調整本集團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

之其他負債計提撥備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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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追溯重列

以下為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追溯重列：

(a) 營業額少計約98,919,000港元；

(b)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少計約93,250,000港元；

(c) 其他收入及收益多計約131,051,000港元；

(d) 銷售及分銷開支少計約17,789,000港元；

(e) 商譽減值虧損少計約322,458,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少計約455,341,000

港元以及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少計約254,147,000港元，原因為錯誤評估減值；

(f) 行政開支少計約63,033,000港元；

(g) 融資成本多計約2,229,000港元；及

(h) 遺漏計算業務合併取得之採礦權公平值調整的遞延稅項約24,674,000港元。

因此，追溯重列已經重列比較資料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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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追溯重列（續）

下列為重列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財務影響：

截至
2011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往年調整 小計

非持續
經營業務重列

截至
2011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原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附註a） 37,596 98,919 136,515 (101,798) 34,717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附註b） (32,565) (93,250) (125,815) 92,016 (33,799)

其他收入及收益（附註c） 148,627 (131,051) 17,576 (16,426) 1,150

銷售及分銷開支（附註d） (2) (17,789) (17,791) 5,689 (12,102)

行政開支（附註f） (21,161) (63,033) (84,194) 56,921 (27,273)

商譽之減值虧損（附註e） – (322,458) (322,458) – (322,45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附註e） – (455,341) (455,341) – (455,34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附註e） – (254,147) (254,147) – (254,147)

融資成本（附註g） (28,313) 2,229 (26,084) 8,644 (17,440)

所得稅開支（附註h） – (24,674) (24,674) – (24,674)

期內非持續經營業務盈利╱（虧損） (36,416) 337,908 301,492 (45,046) 256,446

期內（虧損）╱盈利 67,766 (922,687) (854,921) – (854,921)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971) (1,008,316) (1,016,287) – (1,016,287)
     

下列為重列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的財務影響：

對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影響

港仙

調整前報告數字 0.01

往年調整 (16.27) 

經重列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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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與其業務相關，並於2012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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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之會計政策、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及所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採納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無法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

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5.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6. 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兩個（2011年：三個）可報告分部如下：

採礦產品分部－從事黃金勘探、開發及採礦；

化妝品及護膚產品分部－向大眾消費市場的授權分銷商及零售商（包括非持續經營業務）提供美容

療程服務以及買賣化妝及護膚產品；及

家用及工業用產品分部－為大眾消費市場的製造商、貿易商、批發商及零售商（自2011年起之非

持續經營業務）製造家用及工業用產品。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為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此等分部個別管理，原因為各業

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策略。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5所述者相同。分部負債不包括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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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有關可報告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採礦產品

化妝品及
護膚產品

（包括2011年
的非持續
經營業務）

家用及
工業用產品
（非持續
經營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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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 21,747 – 21,747

分部虧損 (17,880) (2,115) – (19,995)

折舊 1,990 390 – 2,380

所得稅開支 (969) – – (969)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7,941 540 – 8,481

於2012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1,611,914 13,839 – 1,625,753

分部負債 396,836 28,022 – 424,858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496 38,262 95,757 136,515

分部虧損 (49,763) (25,366) (28,176) (103,305)

折舊 1,769 391 473 2,633

所得稅（開支）╱抵免 (24,954) 280 – (24,674)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1,433 446 – 1,879

於2011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1,605,499 35,227 – 1,640,726

分部負債（經審核） 380,616 47,169 – 42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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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可報告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可報告分部總收益 21,747 136,515
撇銷非持續經營業務 – (101,79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收益 21,747 34,717  

損益

可報告分部之損益總額 (19,995) (103,305)
商譽減值 – (322,45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453,65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 (254,147)
其他損益 (16,320) (22,848)
撇銷非持續經營業務 – 45,04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綜合虧損 (36,315) (1,111,367)  

2012年
6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報告分部總資產 1,625,753 1,640,726
其他資產 47,421 44,160  

綜合總資產 1,673,174 1,684,886  

負債

可報告分部總負債 424,858 427,785
可換股債券 290,191 290,191
其他負債 35,173 15,255  

綜合總負債 750,222 733,231  

除上述者外，分部資料所披露的其他重大項目的總額，乃相等於綜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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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持續經營業務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21,747 32,221
中國 – 2,496  

21,747 34,717  

於呈列地區資料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b) 非流動資產

2012年
6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45,429 2,008
中國 1,602,249 1,641,562  

1,647,678 1,64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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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指向客戶銷售貨品及提供美容服務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 家用及工業用產品 – 95,757
– 化妝品及護膚產品 21,747 38,262
– 採礦產品 – 2,496  

21,747 136,515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21,747 34,717
非持續經營業務 – 101,798  

21,747 136,515  

8.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利息 – 17,440
其他借款成本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7,154 8,644
減：資本化利息 (992) –  

16,162 26,084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16,162 17,440
非持續經營業務 – 8,644  

16,162 2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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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969) (24,674)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969) (24,674)
非持續經營業務 – –  

(969) (24,674)  

香港利得稅乃按該年度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2011年：16.5%）計算。

期內，本公司並無可評稅之利潤（2011年：無），故無需作出香港利得稅之計提。

本期間，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之適用所得稅率為25%（2011年：15%至25%）。

10. 非持續經營業務

於2011年，本集團與第三方貸款方（「貸款方」）訂立債券重組協議，以出售本集團於中國的家用及

工業用產品製造業務（「家用及工業用產品業務」）。出售事項已於2011年5月26日完成，而本集團

終止經營其家用及工業用產品業務

於2011年4月18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本集團於中國的化妝品製造業務（「化

妝品業務」）。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盈利分析如下：

2011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45,04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301,492 

256,446
 



– 14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非持續經營業務（續）

由2011年1月1日至完成日期止期間，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業績已計入綜合損益如下：

家用及工業用
產品業務 化妝品業務 總計

2011年 2011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95,757 6,041 101,798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88,589) (3,427) (92,016)   

毛利 7,168 2,614 9,78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426 – 16,4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07) (582) (5,689)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之減值虧損 (14,422) – (14,422)
行政開支 (24,176) (18,323) (42,499)   

經營虧損 (20,111) (16,291) (36,402)
融資成本 (8,065) (579) (8,644)   

期內虧損 (28,176) (16,870) (45,046)
   

出售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並無產生稅項開支或抵免。

11. 期內虧損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2,192 605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9,518 33,799
折舊 2,380 2,901
經營租賃支出 8,723 5,85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7,839 12,69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96 583  

8,235 1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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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每股虧損

(a) 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約32,688,000港元（2011年：約828,99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約5,235,303,000股（2011年：約5,098,065,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的計

算方式與上文詳述用於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

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約1,073,719,000港元計算，而所用分

母與上文詳述用於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

(c)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4.8港仙，乃按

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的盈利約244,728,000港元計算，而所用

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



– 16 –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無形資產

採礦權 特許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2011年1月1日 1,435,000 112,686 1,547,686

撇銷 – (112,686) (112,686)

匯兌差額 118,021 – 118,021   

於2011年12月31日及

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553,021 – 1,553,021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2011年1月1日 4,161 112,686 116,847

年內攤銷 1,209 – 1,209

撇銷撥回 – (112,686) (112,686)

匯兌差額 374 – 374   

於2011年12月31日 5,744 – 5,744

期內攤銷 2,192 – 2,192

匯兌差額 53 – 53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7,989 – 7,989   

賬面值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545,032 – 1,545,032

   

於2011年12月31日 1,547,277 – 1,547,277
   

採礦權包括收購採礦許可權之成本、於決定勘探礦區能夠進行商業生產而自勘探權以及勘探及重

估資產中轉移的成本以及土地補償成本。土地補償成本指向遷離礦場鄰近地區的原區民給予的補

償，以使本集團能使用該土地，作瀝濾法回收礦物堆及廢礦棄置場。採礦權將於2015年到期，董

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與相關政府機關不斷重續採礦權，而成本並不重大。採礦權採用生產單位

法，根據有關實體的生產計劃以及礦場的探明儲量及概算儲量，以礦場的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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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可換股債券

於 2010年 3月 31日，本公司發行 895,191,200港元零息可換股債券，作為收購Westralian 

Resources Pty. Lt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Westralian Resources集團」）100%股本權益的部分代

價，可換股債券到期日為2013年3月30日。

可換股債券（「債券」）的主要條款如下：

每份債券將按持有人（「債券持有人」）的選擇下於2010年3月31日之後直至2013年3月30日（包括該

日）止期間內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0.4港元（「換股價」）兌換（除非早前已贖回、兌換、購買或註銷）

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的繳足普通股，惟須根據債券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在因應攤薄事件而作

出調整。

根據債券協議，倘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連續30個交易日（根據上市規則第14或第14A章因有待刊

發公布而暫停買賣者除外），或股份於聯交所的上市遭撤銷或撤回，則債券持有人有權向本公司發

出通知，要求債券即時到期償還。

向本公司發出有關通知後，債券將於發出通知當日起計滿七個營業日的營業日到期，須即時按本

金金額償還。

除非早前已贖回、兌換、購買或註銷，債券將於到期日時按當時適用的換股價自動兌換為本公司

新股份。

年╱期內，債券的負債部分的變動如下：

千港元

於2011年1月1日 328,820

於年內兌換 (112,439)

所收利息 73,810 

於2011年12月31日及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90,191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2011年6月29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因此觸發本公司的提早贖回

責任。本公司須向債券持有人償還債券，故此，債券於2011年12月31日的負債部分重新歸類為流

動負債。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取的利息乃按實際利率13.17%就發行債券起12個月期間內的負債

部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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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及

2012年6月30日 8,0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1年1月1日 4,875,303 487,530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360,000 36,000  

於2011年12月31日及2012年6月30日 5,235,303 523,530  

16. 報告期後事項

(i) 於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與一名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出

售本集團間接附屬公司東莞寶麗健生物工程研究開發有限公司的機器，代價為人民幣

35,000,000元（約44,765,000港元）。

(ii) 於2014年10月17日，本公司與第三方（「貸款人」）訂立貸款協議（「貸款協議」），據此，

該貸款人同意向本公司借出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且按單利率每年11%計息的一年期

貸款（「貸款」）。根據貸款協議，該貸款的本金額連同相關應計利息須於到期日，即2015

年10月16日償還。該貸款並無經由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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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研討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21,7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34,700,000港元相比大幅

減少，減幅約為37.5%。營業額約21,700,000港元是由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旗下位於香港的美容院

門市貢獻。本集團營業額大幅下降，主要歸因於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旗下位於中國的大部分生產設

施及╱或資產已於2011年進行債務重組事項（「債務重組」）期間根據資產與債務同步轉讓合同及資產重置合

同轉讓予貸款人，即Sino Measure Limited，以清償本公司所結欠的債務（請參閱日期為2011年6月27日、

2012年3月5日及2012年3月14日的公告）。於轉讓後，餘下的生產設施不再能夠生產相當數目產品，以致

本公司管理層決定撤離於中國的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集中發展香港的美容院門市。本集團於本六

個月期間的虧損由去年同期約854,900,000港元減少至約36,300,000港元。本期間虧損大幅減少，主要原

因是商譽、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於期內沒有進一步的減值虧損，於截至201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則合計約1,031,900,000港元。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約

56.2%，較截至去年同期約2.6%的毛利率為高，原因是於2011年出售了毛利率較低的家用及工業用產品業

務分部。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旗下位於香港的美容院門市租金

及員工成本高昂，以致本集團行政開支仍維持高水平，約達31,7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融資成本由同期約17,400,000港元下降至約16,200,000港元。

於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頻頻更換董事及財務職員，未能從當時相關期間的數名執行董事

（「相關董事」）獲取有關文件，加上債務重組後失去多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以致當時的管理層未能取閱有

關文件，故本公司無法於編製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過程中取得足夠憑證。本公司內部監控制度亦明顯

不足，尤其是與財務及會計系統有關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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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任董事會正在或已經考慮採取以下行動，以解決上述不足之處：

I. 向董事及本集團員工提供有關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以及會計及財務事宜的培訓，以改進本集

團的報告及內部監控制度；

II. 委聘獨立專業公司定期檢討內部監控，務求發現任何潛在不足之處，以便日後改善；

III. 與本公司法律顧問討論，以跟進當時若干相關執行董事的行為失當問題；

IV. 與本公司法律顧問討論是否應就於2011年發生的債務重組產生的不利條款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及

V. 檢討董事會架構，務求令董事會成員具備更多元化且涉獵不同範疇的專長，尤其是會計、財務及

風險管理領域。

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監管上述措施，以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

本集團目前正專注尋求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復牌」），更已動用很多的資源準備復牌。於回顧期內，本集

團正在香港及中國分別經營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以及採礦產品業務。

營運回顧

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此業務分部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貢獻收益約21,7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約34,700,000港元下降約37.5%。營業額約

21,700,000港元源自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旗下位於香港的美容院門市。由於向貸款人轉讓了大部分

中國生產設施以清償本集團所欠債務，導致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分部不再能夠生產相當數目產品，令整

個業務分部收縮，造成營業額大幅下降。該業務分部剩餘的業務為於香港的美容院門市及設於購物商場的

化妝品專櫃。然而，於香港的美容院門市及設於購物商場的化妝品專櫃租金及員工成本高昂，面臨沉重的

高通脹壓力。行內充斥多種品牌，尤其是來自韓國的品牌，競爭熾熱，乃保持業務分部錄得盈利的另一個

主要問題。本公司管理層正在考慮通過劃撥更多資源以發展採礦產品業務分部，而非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

務分部，藉以重組本集團之業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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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產品業務分部。於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此業務分部並無錄得貢獻，主要由於為改善採礦產

品業務分部的效益而整合業務流程導致。於期間，本公司管理層已在現有金礦中發掘含金量高的潛在區

域，以進一步重新評估勘探流程。管理層已研究相關地質數據及金礦的現有隧道結構。重新評估及研究

後，管理層相信，倘若對現存勘探流程作出若干修訂及進一步投資發展金礦，出產黃金礦產將更加有利可

圖。管理層期望採礦產品業務分部將自2013年起帶來更可觀營業額。

前景

鑒於香港美容院門市的租金及員工成本由於通脹飆升而持續增加，加上化妝品及護膚品行業的競爭環境非

常激烈，本公司管理層正在考慮通過劃撥更多資源以發展採礦產品業務分部，而非化妝品及護膚產品業務

分部，藉以重組本集團業務組合。儘管本集團採礦產品業務仍處於勘探階段，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於金礦

上投放更多時間及資源，出產黃金礦產將更加有利可圖。

展望未來，我們的目標為於2015年內完成復牌。同時，本公司管理層正尋求其他投資機會，以擴闊本集團

的收入來源，並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團並無落實任何投資項目或簽訂任何投資諒解

備忘錄或協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無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000,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約18,900,000

港元）。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80.6%（2011年12月31日：約75.1%），而本集團的借款及可換股債券

合共約352,300,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約327,600,000港元）。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錄得約

379,200,000港元的流動負債淨額（2011年12月31日：約347,400,000港元）。

僱員資料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的制定是確保董事及╱或僱員的酬金乃符合相應的職務、足以彌補其為本集團事務所付

出的努力及時間，且具競爭力及能有效吸納、挽留及激勵僱員。本公司薪酬待遇的主要部分包括基本薪

金、及如適用，其他津貼、獎勵花紅、強制性公積金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如有）。

董事及╱或僱員的薪酬待遇乃主要根據其個別的職責、資格、經驗、職務及表現以及現行市場薪酬待遇釐

定，並每年及不時在規定時檢討。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210名員工（2011年：228名）。僱員薪酬符合市場趨勢，貼近行內薪酬水

平，並與每年定期檢討的個別僱員表現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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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1年：無）。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深明企業管治作為提高股東價值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乃必需且攸關重要。本公司致力遵照監管規

定並依據建議慣例，不斷改善其企業管治操守。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規管本集團之企業管治事宜。現任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於回顧財政期間之企業

管治慣例，並表示由於本公司遺失大部份重要記錄，現任董事會無法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是否有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若干當時條文給予意見或確保已遵守有關條文。現任董事會認為，除達到復牌

的目標，其於2015年度其中一項首要任務為改善本集團之企業管治。

本企業管治報告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之最新規定編製。然而，由於本公司於2013年6月21日遺失大部份

重要記錄（本公司已於2013年11月1日作出公布），除於2015年4月8日刊發的2011年年報（「2011年報」）中

所披露的偏離外，董事會未能就遵守各條企業管治守則作出完整意見。

除於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1月18日期間，董事會於回顧期間內並無遵守上市規則有關須委任至少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其中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

財務管理專業知識之規定外，董事會於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有關董事會組成之規定。

更多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資料，請參閱載於2011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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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規管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2011年6月29日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本公司

作出具體查詢後，現時仍留任董事會的所有當時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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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本集團的慣例以及截至201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其他

除於本公告及本公司2012年中期報告中所披露外，董事會認為於2011年報中所公布的信息並無發生重大

變化。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龍小波

香港，2015年5月8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6名董事： 

執行董事： 

龍小波先生（主席） 

左維琪先生（行政總裁） 

陳怡仲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順興先生 

劉爽女士 

姜宗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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