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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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天年生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及二零零九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6,077 43,928
銷售成本 (10,101) (28,933)

毛利 5,976 14,995
其他收入 1,468 2,777
銷售及分銷成本 (5,234) (9,492)
行政管理費用 (11,013) (11,885)
其他經營費用 (121) (1,125)

經營虧損 4 (8,924) (4,730)

財務收入 5 77 72
財務支出 5 (27) (33)

財務收入淨額 5 50 39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8,874) (4,691)
所得稅開支 6 – (155)

期間虧損 (8,874) (4,84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874) (4,939)
非控股權益 – 93

(8,874) (4,846)

股息 7 – –

每股虧損 8
基本 (1.00)港仙 (0.5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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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8,874) (4,846)

其他全面開支：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匯兌差額 (1,141) (863)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10,015) (5,709)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015) (5,802)

非控股權益 – 93

(10,015) (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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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474 3,982

無形資產 299 317

可出售投資項目 22,033 22,033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0

25,806 26,352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9,525 21,641

貿易應收賬款 11 8,424 1,082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28,807 26,315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

及列入溢利或虧損的財務資產 – 1,836

現金及銀行結存 13,458 8,662

70,214 59,53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9,238 12,81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37,773 11,828

已收訂金 9,346 9,368

融資租賃之責任

－流動部份 69 71

計息銀行貸款

－流動部份 – 397

56,426 34,479

流動資產淨值 13,788 25,05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594 5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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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之責任

－非流動部份 – 51

計息銀行貸款

－非流動部份 – 1,749

– 1,800

資產淨值 39,594 49,60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2,070 22,070

儲備 15,249 25,264

37,319 47,334

非控股權益 2,275 2,275

總權益 39,594 4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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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資本 購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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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經審核） 22,070 56,260 8,789 29 28,764 8,197 8,619 (67,752) 64,976 2,235 67,21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863) – (4,939) (5,802) 93 (5,709)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2,070 56,260 8,789 29 28,764 7,334 8,619 (72,691) 59,174 2,328 61,502

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一日（經審核） 22,070 56,260 8,789 29 28,764 9,659 – (78,237) 47,334 2,275 49,60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141) – (8,874) (10,015) – (10,015)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2,070 56,260 8,789 29 28,764 8,518 – (87,111) 37,319 2,275 3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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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已用）現金淨額 6,259 (4,171)

投資活動產生／（已用）現金淨額 1,877 (1,479)

融資活動已用之現金淨額 (2,199) (21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 5,937 (5,860)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662 23,291

匯兌影響 (1,141) (86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458 16,56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3,458 1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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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b)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視乎情況按公平值計算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基準編
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編製。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該等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期間生
效。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

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詮釋第19號

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財務資產轉移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1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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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營運分部按提供本集團各組成部份資料的內部報告劃分。該等資料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並
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四個須予呈報分部載列如下：

天年素系列產品： 生產及買賣含天年素複合物的床上用品產品、內衣及保健
配件

保健食品： 買賣多 產品等保健食品

多功能製水機： 生產及買賣多功能製水機

其他： 買賣其他保健產品及其他

天年素系列產品 保健食品 多功能製水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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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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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5,077 6,551 4,121 9,990 5,411 27,194 1,468 193 16,077 43,928

分部業績 1,187 1,445 604 1,978 (511) 3,850 217 (336) 1,497 6,937

其他未分配收入 1,518 2,816
未分配開支 (11,889) (14,444)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8,874) (4,691)

所得稅開支 – (155)

期間虧損 (8,874) (4,846)

由於本集團所有收益及虧損全數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市埸，故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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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亦即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如適用）後的銷售貨品發票淨值。所
有集團內部的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於中國取得的營業額須按17%稅率繳納增值稅（「增值稅」）（「銷項增值稅」）。該等銷項增值稅須
於抵銷本公司購置時支付增值稅時繳納（「進項增值稅」）。

4. 經營虧損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0,101 28,933
無形資產攤銷 294 40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44 976
撥回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及列入溢利
及虧損的財務資產的減值虧損 (645) (1,114)

5. 財務收入及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入：
－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2 7
－來自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及列入溢利或虧損的

財務資產的利息收入 65 65

77 72

財務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27) (33)

財務收入淨額 5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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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中國
期間支出 – 155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九年：無），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其他地方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司法權區當時的適用稅率計算，並根據期
間內就該地區現有的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作撥備的重大遞延稅項負債（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無）。

7.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期間內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間內擁有人應佔虧損約8,87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約4,939,000港元）
及期間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882,785,961股（二零零九年：加權平均普通股882,785,961股）計
算。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總計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3,982
添置 36
折舊 (54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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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522 5,406
在製品 2,929 6,312
製成品 17,881 14,730

24,332 26,448

減：陳舊及滯銷製成品撥備 (4,807) (4,807)

19,525 21,641

11.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為客戶提供不超過9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
詳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30日內 213 125
31至60日 32 193
61至180日 993 453
逾180日 7,186 311

8,424 1,082

12.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的信貸期因應不同供應商協議的期限有異。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的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賬齡劃分的未償還餘額：
於30日內 2,008 480
31至60日 1,154 7,168
61至180日 1,090 3,919
逾180日 4,986 1,248

9,238 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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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
每股面值0.025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25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82,785,961 22,070

14.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若干寫字樓、工廠及機器及設備，租賃年期介乎一至
五年。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可撤銷經營租約的應付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61 1,299
第二至第五年 1,518 1,909

3,079 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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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銷售收益約1,608萬港元，對比上個期間下降約2,785萬港元或63.40%。銷售收益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累於行銷模式的衰退和競爭對手（尤其是多功能製水機）的惡性競爭。多功

能製水機的銷售收益下降約2,178萬港元，對比上個期間下降約80.10%。

期間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約為37.17%，對比上個期間上升約3.03個百分點。

期間本集團的虧損較上個期間的虧損約485萬港元增加約402萬港元或約82.89%至887萬港元，

虧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多功能製水機的銷售收益減少。

未來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從事其主要業務保健產品貿易並將努力提升其業績。然而，由於競爭對

手的惡性競爭，本公司管理層認為，二零一一年中國健康產業的前景將維持弱勢。本公司董

事會（「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為實現可持續的財務增長及使股東價值最大化，

在其他市場開拓業務機會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正如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年報所述，本集團

將善用網絡及本公司管理層的經驗，為本集團物色更多業務機會，並考慮多元化本集團的業

務，以實現拓寬收入來源及提升本集團長期增長潛力的目標。

外匯風險及管理

本集團的大部份業務位於中國，而主要的營運貨幣為港元及人民幣。本公司會定期及積極關

注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情況，並持續評估其匯兌風險。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1.24（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約1.73）及約0.90（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1.1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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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

購或出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合共184名僱員，其中178名在國內工作，另6名在

香港工作。本集團因應個人職責、資歷、經驗及表現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本集團

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作為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僱員的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概覽

本公司一向重視對股東保持透明度及問責性，致力達到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相信穩健的企

業管治對本公司提高股東價值實屬必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守則條文除外：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設有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於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及接受重選。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而審核委

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亦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回答提問。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未能親身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

的股東週年大會，但董事會主席已委任本公司其中一名執行董事代為主持大會，並代表審核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出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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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

本公司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條所載公司董事會必須設有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規定，

而且符合上市規則第3.10(2)條規定，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專業會計資格或相關財務

管理專長。

本公司已取得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書面確認彼等均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有關獨立性的規

定。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3.22條規定，成立了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審核委員會由朱靜華女士（委員會主席）、李新中先生及張文先生組成，彼等均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朱靜華女士符合上市規則第3.10(2)條的規定，具備適當的專業會計資格及相關

財務管理專長。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的管理團隊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了會計

問題、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中期報告。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段規定列載的一切有關資料，本公告的電子版本將在聯交

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網

站登載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

定列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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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韓慶雲先生；聯席主席韓曉躍博士；執行董事陳

囱龍博士、郭燕妮女士、龍明飛先生及徐念椿先生；非執行董事陳育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李新中先生、張文先生及朱靜華女士。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韓慶雲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