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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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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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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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7,596 19,506

銷售成本  (32,565) (23,229)
   

毛利  5,031 (3,723)

其他收入  148,627 614

分銷開支  (2) (13,543)

行政開支  (21,161) (61,864)

融資成本 8 (28,313)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04,182 (78,516)

所得稅開支 9 – (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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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虧損）淨額  104,182 (78,521)

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淨額  (36,416) (44,342)
   

本期間溢利╱（虧損）  67,766 (122,86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108,011 (77,843)

 －終止經營業務  (35,052) (41,327)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3,829) (1,329)

 －終止經營業務  (1,364) (2,364)
   

本期間溢利╱（虧損）  67,766 (122,86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
 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虧損） 11

－基本  0.0204港元 (0.0247港元)

－攤薄  0.0179港元 (0.0247港元)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及
 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0.0133港元 (0.0387港元)

－攤薄  0.0116港元 (0.038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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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虧損）  67,766 (122,863)

其他全面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91,428 –

換算海外營運產生之匯兌差額  (75,737) 19,85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15,691 19,853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83,457 (103,01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6,195 (104,970)

 非控股權益  (2,738)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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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634,945 713,940

投資物業  – 34,948

預付經營租賃之土地租賃款  – 9,907

商譽 12 508,596 508,596

無形資產 14 1,350,191 1,345,26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71,000

其他按金及會所債券  709 350
   

  2,494,441 2,684,004

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之土地租賃款  – 1,237

透過收益表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5 – 3,688

存貨  7,405 51,16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6 536,782 89,681

可收回稅款  – 7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983 78,396
   

  589,170 224,89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資產  745,313 150,240
   

  1,334,483 375,1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7 390,079 126,168

銀行貸款 18 – 127,583

借貸及借款  45,270 23,549
   

  435,349 277,30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負債  687,821 90,240
   

  1,123,170 367,540
   

流動資產淨值  211,313 7,5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05,754 2,69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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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239,315 328,820

遞延稅項負債  1,106 1,106
   

  240,421 329,926
   

資產淨值  2,465,333 2,361,673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資本 19 523,530 487,530

儲備  1,687,284 1,616,8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10,814 2,104,416

非控股權益  254,519 257,257
   

權益總額  2,465,333 2,36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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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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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資本 支付之  匯兌 可換股 可換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報酬儲備 法定儲備 波動儲備 債券儲備 優先股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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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87,530 1,976,007 166,159 300 25,101 91,428 192,221 148,708  (983,038) 2,104,416 257,257 2,361,673

期間純利 – – – – – – – – – 72,959 72,959 (5,193) 67,766
法定儲備 – – – – – (91,428) – – – 91,428 – – –
匯兌差額 – – – – – – (78,192) – – – (78,192) 2,455 (75,737)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91,428) (78,192) – – 164,387 (5,233) (2,738) (7,971)
行使可換股債券 36,000 108,000 – – – – – (32,369) – – 111,631 – 111,63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23,530 2,084,007 166,159 300 25,101 – 114,029 116,339 – (818,651) 2,210,814 254,519 2,465,33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資本 支付之  匯兌 可換股 可換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報酬儲備 法定儲備 波動儲備 債券儲備 優先股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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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62,078 1,422,538 166,159 300 1,250 110,121 104,352 – – 366,140 2,432,938 56,607 2,489,545

期間純利 – – – – – – – – – (119,170) (119,170) (3,693) (122,863)

匯兌差額 – – – – – – 14,200 – – – 14,200 5,653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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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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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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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81,530 1,780,895 166,159 300 25,102 110,121 118,552 227,216 – 246,970 3,056,845 44,381 3,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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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4,884 19,96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8,997 126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62,065) (5,754)

匯率變動影響  4,77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  (33,413) 14,335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396 35,51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983 49,8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983 49,849
   



8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高寳綠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

章（一九六一年法例3，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在本中期
報告「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2.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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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為一致。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但對本集團的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引入一系列關於業務合併之會計變化，其影響非控制
性權益之初始計量、交易成本之入賬方法、預期代價之初始確認及隨後計量及分段實
現之業務合併。

此等變化將影響確認之商譽額度、收購期間之報告業績以及未來報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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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要求，在附屬公司未失去控制權之所有者權益變化視作
股本交易。因此，該等變化不影響商譽，亦不產生收益或損失。此外，該經修訂準則
改變了附屬公司產生之虧損及喪失附屬公司控制權之入賬方法，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會
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
變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
營公司之投資」亦作出相應修訂。

•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本」列明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一系列修訂。各項準則均有單獨之過渡性條
文。雖然採納部分修訂會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概無任何修訂對本集團構成重大財務
影響。本集團最適用之主要修訂詳情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要求只有導致財務狀況表中資產確認之開支才能被歸
類為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
重大影響。

4. 重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對會計政策的應用及資產及負債、
收入與開支之已申報金額構成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有異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之重要判斷及估計
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納
者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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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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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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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礦分類－從事黃金勘探、開發及採礦。

本期間本集團以業務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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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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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5,251 2,126 2,345 – – – – 17,380 37,596 19,506

            

分類業績 – – – – 11,631 4,270 (6,600) (3,687) – (4,503) – 197 5,031 (3,723)

            

未分配經營收益及開支             127,464 (74,793)
              

經營虧損             132,495 (78,516)

融資成本             (28,313) –
              

除稅前虧損             104,182 (78,516)

所得稅             – (5)
              

核心虧損             104,182 (78,52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
              

本期間虧損             104,182 (7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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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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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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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7 3,065 92,333 85,194 1,135 30,279 – – – – – – 98,625 118,538

            

分類業績 1,985 (1,506) 6,916 13,190 (2,292) (8,775) – – – – – – 6,609 2,909

            

未分配經營收益及開支             (34,380) (41,500)
              

經營虧損             (27,771) (38,591)

融資成本             (8,645) (5,751)
              

除稅前虧損             (36,416) (44,342)

所得稅             – –
              

核心虧損             (36,416) (44,34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
              

本期間虧損             (36,416) (44,342)

              

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誠如二零一一年一月，董事會決定出售本集團化妝品及護膚用品分類項下兩間附屬公司高寳
化妝品（香港）有限公司及高寳化妝品（中國）有限公司（「分集團」）之全部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Charmfame Investment Limited（作為擬定買
方）訂立意向書。該業務應佔預期會於十二個月內出售之資產及負債已列為持作出售之出售
集團，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作獨立呈列。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公佈該收購完成，作價6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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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化妝品及護膚用品分類之業績如下：

 千港元

已出售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209

預付租賃款項–非流動 31,677

存貨 24,79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0,6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094

預付租賃款項–流動部分 715

借貸及借款－流動 (11,906)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68,887)
 

 119,331

於二零一零年就已出售組合確認之減值虧損 (80,690)

於喪失分集團控制時由權益重列至損益之
 分集團資產淨值之累計匯兌差額 (126,888)

出售收益 148,247
 

由以下方式支付：
代價 60,000
 

出售分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乃分析如下：

 千港元

現金代價 60,000

已出售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094)
 

出售分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 4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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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1,202 2,901

銷售存貨成本 32,565 23,2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47 20,649

研究及開發成本 – 1,150

員工成本 43,660 14,024
  

8.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詳情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墊款與其他借款
 之利息開支 28,313 –

融資租賃承擔之融資開支 – –
  

 28,31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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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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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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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稅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稅項：
香港利得稅 – (5)

海外稅項（附註(b)） – –
  

 – (5)

稅項開支
除稅前虧損 104,182 (99,007)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附註(a)） 17,190 (22,045)

非應課稅收入 – (564)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7,389) 20,034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稅之開支 199 2,57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3)

稅項開支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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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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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25%）。部份附屬公司獲中國有關當局
批准獲稅務優惠待遇。

10. 股息
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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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溢利約104,182,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虧損78,521,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5,104,032,582股（二
零一零年：3,176,507,83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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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盈利約
67,76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122,863,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5,104,032,582股（二零一零年：3,176,507,83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溢利約104,182,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虧損78,521,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829,510,582股（二零一零年：
3,176,507,83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溢利約
67,76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122,863,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829,510,582

股（二零一零年：3,176,507,830股）計算。

 於六月三十日之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104,032,582 3,176,507,830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29,510,582 3,176,50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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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譽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68,02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968,02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968,024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55,858

年內減值虧損 403,57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459,428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508,59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8,596
 

根據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之一項收購協議，本集團以代價241,090,000港元從凱晶市場管理有
限公司（「凱晶」）（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高寳化妝品（香港）有限公司（「化妝品香港」）30%的非
控股股東）收購化妝品香港已發行股本中6,800,000股（相當於化妝品香港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17%）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代價乃經考慮化妝品香港及其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盈利及彼
等業務之市場潛力後釐定。於收購後，本集團持有化妝品香港已發行股本之百分比由70%增
至87%，而參照已付代價約241,090,000港元及所收購淨資產賬面值約18,127,000港元，因本集
團收購產生之商譽約為222,963,000港元。

根據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之一項收購協議，本集團從凱晶收購化妝品香港已發行股本
中5,200,000股（相當於化妝品香港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3%）每股面值1港元股份，代價為約
274,058,000港元，由本公司轉讓13,936,390股真優美集團有限公司（「真優美」）每股面值0.10港
元之股份支付。代價乃根據以下釐定：(i)化妝品香港及真優美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盈利能力及(ii)參照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認購價計算之真優美盈利率。於收購事
項後，本集團持有化妝品香港已發行股本百分比由87%增至100%，參照已付代價約274,058,000

港元及所收購淨資產賬面值約37,593,000港元，因本集團收購產生之商譽約為236,465,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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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之公佈所述，本公司訂立收購協議，以約265,340,000港元
之現金代價買賣真優美全部已發行股本約8.54%。此項交易所產生之商譽為186,140,000港元。
本集團盈利因收購事項而增加之金額，將相當於本集團所佔真優美及其附屬公司除稅後盈利
由84.6%增至93.2%之金額。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本集團收購Supreme China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凱晶（統稱「Supreme 

China集團」）100%權益，代價為320,000,000港元，乃以160,000,000港元現金及發行160,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支付。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董事會決定出售本集團旗下化妝品及護膚用品業務之兩間附屬公司：高
寳化妝品（香港）有限公司及高寳化妝品（中國）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
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Charmfame Investment Limited訂立意向書。

於二零一零年年內，所有產生自收購化妝品香港之已發行股本之商譽已全部減值。

全部商譽分配予化妝品香港業務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經計算使用價值而釐定。計算使用價值時的主要假設為折現
率、增長率及期內售價與直接成本的預期變動。管理層乃採用稅前比率（足以反映有關現金
產生單位的特定貨幣時間價值及風險的現行市場評估）估計折現率。增長率則按行業增長預
測為基準。售價及直接成本的預期變動乃按過往慣例及預期市場的日後變動為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經管理層批准的基於最近（未來五年）的財
政預算釐定的現金流量預測，採用15%的折現率（採用該折現率可反映市場對當時貨幣價值
的評估以及現金產生單位的特定信貸風險）進行商譽減值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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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256,042

匯兌調整 (24,242)

轉撥 (157,711)

出售 (397)

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212,35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61,341
 

累計折舊╱減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542,102)

期內折舊╱減值開支 (2,947)

折舊轉撥 1,994

減值虧損轉撥 183,253

出售 88

匯兌調整 18,570

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114,74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26,39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634,945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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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無形資產
  勘探及
 採礦權 評估資產 特許使用證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108,909 108,909

匯兌調整 – – 3,777 3,777

收購附屬公司 1,339,750 17,839 – 1,357,589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9,750 17,839 112,686 1,470,275
    

匯兌調整 5,851 413 – 6,26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45,601 18,252 112,686 1,476,539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96,706 96,706

期內攤銷 12,326 – – 12,326

減值 – – 12,940 12,940

匯兌調整 – – 3,040 3,04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326 – 112,686 125,012
    

期內攤銷 1,202 – – 1,202

匯兌調整 134 – – 13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662 – 112,686 126,348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31,939 18,252 – 1,350,19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27,424 17,839 – 1,34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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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透過收益表以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市值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 – 3,688

－香港境外 – –
  

 – 3,688
  

1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470,863 60,490

應收債券 – 7,146

應收貸款 2,000 2,00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3,919 53,212
  

 536,782 122,848

減：呆賬撥備 – (33,167)

 536,782 89,68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債券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客戶獲授之信貸期一般為30天至180天（二零一零年：30天至180天）。應收貿易賬款之
減值虧損乃作出撥備，並於其後不再可能收取全款時撇銷。壞賬於產生時撇銷。貿易及債券
應收賬款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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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0,229 25,860

31－60天 44 12,003

61－90天 24 7,327

90天以上 460,566 4,166
  

 470,863 49,356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261,701 32,46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28,378 93,702
  

 390,079 126,16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債券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49,071 14,099

31－60天 – 4,202

61－90天 – 7,230

90天以上 212,630 6,935
  

 261,701 3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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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償還之銀行貸款
有抵押 – 127,583
  

銀行貸款總額 – 127,583

減：流動負債項下一年內到期款項 – (127,5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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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為介乎4.62%至6.372%。

19. 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8,000,000,000（二零一零年：8,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8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235,303,300（二零一零年：4,875,303,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523,530 487,530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620,781 262,078

發行普通股 762,022 76,202

發行配售股份 340,000 34,000

行使可換股債券 1,152,500 115,25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4,875,303 487,530

行使可換股債券 360,000 36,0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5,235,303 52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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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
a) 財務報表中未予撥備及於報告期末未償還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3,204
  

 – 33,204
  

b) 於報告期末，有關辦公室物業及土地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之未來應付最低租賃付
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 11,299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 7,245

五年後 – 646
  

 – 19,190
  

於二零一零年年度，本集團為數項根據經營租約持有之物業之承租人。該等租賃之初
始年期通常為一至五年，可選擇重新磋商所有條款後續約。概無租賃包含或然租金。

然而，因為本公司正安排出售若干分集團（其有上述承擔及已被重新分顃為持作出售），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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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報告期末，有關辦公室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之未來應收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 74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 –
  

 – 74
  

21. 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95,757 104,142

銷售成本 (88,589) (92,718)
  

（毛損）╱毛利 7,168 11,42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70 650

分銷開支 (5,107) (4,668)

行政開支 (39,104) (13,670)

融資成本 (8,065) (3,309)

非經營收入及開支 28,176 –
  

除稅前虧損 (16,362) (9,573)

所得稅 – –
  

本期間虧損 (16,362) (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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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756

無形資產 10,703

投資物業 35,55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71,000

其他按金及會所債券－非流動 3,941
 

 195,952
 

流動資產
存貨 41,05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485,3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003
 

 549,361
 

資產總值 745,313
 

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流動 58,39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629,429
 

 687,821
 

非流動資產 –
 

資產淨值 57,492
 

2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23.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24.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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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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9,500,000港元增加92.76%，而毛
利則為5,03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3,720,000港元毛損減少235.21%。本期間錄得
溢利67,76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122,86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2.04

港仙（去年同期：每股基本虧損2.47港仙）。

營運回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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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5,25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
額9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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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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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按換股價每股0.36港元行使本公司可換股債券所附帶換股權而發
行360,000,000 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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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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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資金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為2,210,81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104,410,000港元，即
增加106,400,000港元，增幅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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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存貨周轉期由去年之88日增至本期間之163日。應收賬及應付賬周轉期分別
為33日及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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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及1.28%，而流動比率為1.19。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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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日，本集團與特許
權承授人訂立授權協議，據此，特許權授出人向特許權承授人授出全球授權（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除外），以便其獨立使用與其業務有關之該等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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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礦產品

本集團將充份發揮集團管理團隊的核心技術及專業知識以支持其發展，同時捕捉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黃金業及其他天然資源所帶來之進一步創造價值機遇。
礦業公司所持有之採礦許可證（「採礦許可證」），已由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起進
一步續期五年。本集團正在檢討採礦業務之營運事宜，為將來開展大規模勘探奠
定基礎。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經已進行有關勘探、開發及生產之重大活動之籌備工
作。董事及管理層認為，此界別預期將會為本集團之未來帶來優厚的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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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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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00名僱員。期內已支付之員工成本總額約為
43,6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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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年度賬目內披露。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本期間內，根據新計劃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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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年   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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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4 10,000,985 – – 10,000,985 0.44 不適用
 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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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79,115 – – 272,079,115
      

根據新計劃授出之
 購股權   272,079,115 – – 272,07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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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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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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若干銀行貸款乃以位於中國之物業作抵押。

融資60,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Sino Measure Limited （「Sino Measure」）與本公司簽
訂一份貸款協議（「第一份貸款協議」），該協議其後經Sino Measure（作為放款人）與
本公司（作為借款人）簽訂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之補遺（「第二份貸款協
議」）所修訂，據此，Sino Measure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本金額最高達60,000,000.00港
元之貸款融資。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Sino Measure Limited（作為放款人）與Global Success 

Properties Limited（作為高寶化工（中國）有限公司（「高寶化工」）的控股公司）（作
為押記人）簽訂有關高寶化工（中國）有限公司股份之押記契據，以補充第一份貸
款協議，據此，對高寶化工之股權設立以Sino Measure為受益人的固定押記，作為
60,000,000.00港元貸款的抵押品（「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契據」）。押記人以Sino 

Measure為受益人訂立契據乃第一份貸款協議之一項條件。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Sino Measure向本公司發函，宣佈根據貸款協議違約事
件已發生，並要求即時償還貸款之本金額連同計算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包括
該日）之應計利息，以及尚未償還金額於一月十九日起直至貸款悉數償還，按違約
利率計算之其他利息。結欠Sino Measure之款項仍未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Sino Measure透過其律師向本公司發函，告知本公司，貸
款文件設立之抵押品已變得可即時強制執行，通知本公司其後將強制執行抵押品
而不會進一步通知。結欠Sino Measure之款項仍未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Sino Measure透過其律師向本公司發函，正式通知本公司，
其已行使及執行契據項下之上述股份押記，並要求即時交付有關各項（包括（但不
限於）本公司之賬簿、記錄及電腦、公章、橡膠印章、法定賬簿及秘書記錄、組織
章程大綱及細則之可用副本，亦包括高寶化工之股票賬簿及董事、股東、轉讓及按
揭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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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人民幣50,000,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東莞寶麗美化工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東莞市寶
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及東莞市碧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擔保人）及中信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作為放款人）簽訂中文文據（由東莞市常平鎮土地儲備中心核
簽）（「中文文據」），按揭人已以該銀行為受益人設立按揭，以兩幅土地作為償還中
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向或將向東莞寶麗美化工有限公司作出之本金額最
高達人民幣50,000,000.00元之貸款之抵押品。Sino Measure乃代表東莞市寶盛環保
投資有限公司及東莞市碧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事之抵押代理人。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作為一方）與Sino Measure（作為另一方）簽署
有關高寶能源有限公司（「高寶能源」）股份之押記契據（「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契
據」）。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東莞寶麗美化工有限公司發函，
要求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或之前償還貸款人民幣50,000,000.00元。然而，東莞寶
麗美化工有限公司及╱或本公司已拖欠上述貸款及利息，而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
有限公司及東莞市碧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擔保人須向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分行承擔彼等之責任。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Sino Measure透過其律師向本公司發函，正式通知本公司，
其已行使及執行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契據項下之上述股份押記，並要求即時交
付有關各項（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之賬簿、記錄及電腦、公章、橡膠印章、法定
賬簿及秘書記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之可用副本，亦包括高寶能源之股票賬簿
及董事、股東、轉讓及按揭登記冊）。

與SINO MEASURE及╱或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及╱或東莞市碧勝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磋商

鑒於Sino Measure已正式通知本公司，其已分別行使及簽署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
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項下之股份押記，董事會（「董事會」）已委任葉頌偉先
生及賈雪雷先生負責就與第一份貸款協議及╱或第二份貸款協議及╱或二零一零
年四月二十五日契據有關之事宜，與Sino Measure及╱或其他有關訂約方進行磋商
及╱或協議，及就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作出之中文文據及╱或二零一零
年十一月一日契據有關之事宜與Sino Measure及╱或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
及╱或東莞市碧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或其他有關訂約方進行磋商及╱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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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Measure、本公司及東莞市碧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進行磋商，而由於以下呈
列的協議條款及條件正在敲定，故有關磋商仍在進行中。

Sino Measure、本公司及有意向買方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統稱為「三方」）
已同意，Sino Measure將取代本公司（作為賣方）的位置，並繼續與東莞市寶盛環保
投資有限公司（作為買方）對高寶化工的買賣交易進行磋商。三方亦已同意，東莞
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已支付予本公司的按金30,000,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保
留；Sino Measure及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將繼續磋商高寶化工之最終銷售
價格（「最終銷售價格」）。三方進一步同意，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將直接
向Sino Measure支付最終銷售價格的餘款，以結算本公司結欠Sino Measure的所有尚
未償還款項。此外，Sino Measure及本公司已同意，倘若Sino Measure所收到的高寶
化工銷售價格超過本公司結欠Sino Measure的尚未償還款項，則Sino Measure將向本
公司償付超出金額。然而，倘若本公司結欠Sino Measure的尚未償還款項超過Sino 

Measure所收到的高寶化工銷售價格，則本公司將以其他方式（其包括（但不限於）
出售已押記及轉讓予Sino Measure之其他部份抵押品）支付與Sino Measure的尚未償
還結餘。與上述交易及結算本公司結欠Sino Measure的所有款項有關而已產生的所
有費用、開支及成本須由本公司承擔。

此外，Sino Measure、本公司及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已同意，倘若上述交
易達成，則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將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就
中文文據的所有方面進行磋商；Sino Measure及本公司已賦予東莞市寶盛環保投資
有限公司處理中文文據的所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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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寶綠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接獲本公司主
要股東索郎多吉先生(「索郎先生」)知會，索郎先生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將其
在本公司的全部主要股份權益出售(「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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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小波先生（「龍先生」）。龍先生現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於出售事項前，龍先生
並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任何證券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完成。於出售事項完成時，龍先生透過其於Star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權益，擁有總共762,02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當日已發
行股本約14.56%及可換股債券的權益。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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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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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22,000 14.56%

Double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569,046,976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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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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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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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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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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金順興先生。

於委任金順興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後，就遵守上市規則第3.10(2)條而言，本公司
已有一名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出
任審核委員會成員。然而，本公司尚未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21條有關獨
立非執行董事之最低人數以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最低人數之規定。

董事會將致力於上市規則第3.11條及第3.23條分別訂明之時限內盡快委任足夠數目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有關委任再作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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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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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高寳綠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葉頌偉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34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葉頌偉先生
吳家康先生
龍小波先生
吳軍先生
賈雪雷先生
左維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順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