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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UCCES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百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17）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為較其他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承受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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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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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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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百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
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
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
慎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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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59,432 12,778

銷售成本  (145,396) (6,578)
   

毛利  14,036 6,200

其他收入 4 5,748 3,810
銷售開支  (329) –
行政開支  (37,230) (29,508)
融資成本 5 (9,203) (5)
贖回可換股可贖回票據之虧損  (1,066) –
商譽之減值虧損  (15,800) (14,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2,465)
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25) (235)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  – (656)
   

除稅前虧損  (43,969) (37,059)

所得稅開支 6 (528) (334)
   

年度虧損 7 (44,497) (37,39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394 185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37,103) (37,208)
   

應佔年度虧損：
 母公司之擁有人  (45,026) (37,604)
 少數股東權益  529 211
   

  (44,497) (37,393)
   

應佔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母公司之擁有人  (41,509) (37,419)
 少數股東權益  4,406 211
   

  (37,103) (37,20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之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9 (4.99)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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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9,421 – – –

商譽  80,967 15,890 – –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1,906 3,321 – –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 – 223,348 57,980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80 180 – –

收購事項之按金  10,000 47,500 10,000 47,500

應收貸款  221 348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2,695 67,239 233,348 105,480
     

流動資產
存貨  13,377 – – –

應收賬款 10 19,407 2,746 – –

應收貸款  5,686 8,478 – –

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賬款  107,793 1,576 358 –

定期存款  29,000 32,000 –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149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9,081 2,940 6,790 1,136
     

流動資產總值  200,493 47,740 7,148 1,1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3,762 3,229 – –

應付銀行承兌票據  23,070 – – –

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賬款  39,251 5,679 2,480 1,334

已收認購款項  15,500 – 15,500 –

就機器及設備之
 應付款項  66,442 – – –

附息銀行貸款之
 即期部分  30,974 – – –

稅項撥備  606 1,033 – –
     

流動負債總值  199,605 9,941 17,980 1,33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888 37,799 (10,832) (1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3,583 105,038 222,516 105,282
     



4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  18,165 – – –

承兌票據  40,000 – 40,000 –

可換股債券  31,489 – 31,489 –

遞延稅項負債  1,434 – – –
     

非流動負債總值  91,088 – 71,489 –
     

淨資產  192,495 105,038 151,027 105,28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5,378 30,320 45,378 30,320

儲備  105,406 74,400 105,649 74,962
     

母公司擁有人
 應佔之權益  150,784 104,720 151,027 105,282

少數股東權益  41,711 318 – –
     

總權益  192,495 105,038 151,027 10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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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 公司資料

百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乃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
點之地址分別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及香港上環文咸東
街40-44號泰基商業中心26樓。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年內，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如下：

(i) 製造及銷售紙類產品；
(ii) 銷售訂製軟件及相關電腦設備，及提供電腦相關技術支援及維修服務；
(iii) 分享澳門娛樂場貴賓聽博彩中介人之溢利；及
(iv) 放債業務。

2.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其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之適用披露規定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規則」）而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需要採用若干關鍵的假設及估計，亦需要管理層於
應用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數值調整至最接近千位（千港元）。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賬目。附屬
公司之業績自收購之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期）起綜合入賬，並繼續綜合入賬直至
不再擁有該控制權為止。公司間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以及任何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
變現溢利均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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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本年度，本公司已經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協會頒佈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綜合及獨立
 準則第27號（修訂）  財務報表－投資附屬公司、共同控制
  實體或聯營
  公司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披露財務工具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報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 金融工具：呈報；金融工具之呈報－
 準則第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有關興建房地產的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自客戶轉移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八年）

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惟以下所述
者除外：

•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所有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身份）進行交易所
產生之權益變動呈列於權益變動表，與於全面收入表呈列之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即
全面收入部分）分開呈列。往年相應金額已重新編列以符合新的呈報方式。呈報方式
的變動對任何在這報告期間所列報的損益、總收入及支出或資產淨額並無任何影響。

•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報表包括有關本公司財務報表公平值計量之
擴展披露，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將該等公平值計量歸類為三個層次之公平值等級。本
公司已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所載之過渡條文，該等條文並無規定須就
新披露要求呈列有關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計量之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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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替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該新準則規定分部資
料須根據管理法按與內部呈報目的採用之相同基準呈列。經營分部以與提供予主要營
運決策者之內部報告持續一致之方式呈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影響載於
附註4。

截至該等財務報表刊發之日，本公司並無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多項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列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列報方式1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現金流量表1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1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有關連人士之披露4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供股權分類5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資產減值1

•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無形資產2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1,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1,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修訂本）－營運分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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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第9號（修訂本）－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2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本要求之預付款項4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2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2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6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二零零九年7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二零一零年8

1 變動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變動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變動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變動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變動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變動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8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首個年報期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
會影響有關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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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現正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進行評估。迄
今為止，董事就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將會對本公司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仍無定論。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本集團之營業額，並代表就產生自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之銷售貨品及軟件系統以及提
供服務而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並扣除增值稅及╱或營業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紙類產品 155,417 –

銷售及執行訂製軟件及相關電腦設備及電腦
 相關技術支援及維修服務之收入 2,446 9,863

分佔澳門娛樂場貴賓廳博彩中介人之溢利 239 1,019

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 1,330 1,896
  

 159,432 12,778
  

其他收入，淨額
利息收入（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除外） 1,642 3,853

雜項收入 4,106 21

交易證券之已實現虧損 – (64)
  

 5,748 3,810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時，本集團已根據呈報予本集團執行董事（即主要
營運決策者）的定期內部財務資料確認其營運分部並編製分部資料。上述內部財務資料乃供
本集團執行董事將資源分配至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作出決策以及審核該等組成部分的表現。

然而，於過往年度，分部資料乃根據本集團業務單位之營運性質以及各業務單位所提供之
產品及服務之風險及回報進行分析。



9

本公司有下列營運分部：

(i) 紙類產品－製造及銷售紙類產品；

(ii) 資訊科技－銷售及執行訂製軟件及相關電腦設備，及提供電腦相關技術支援及維修服務；

(iii) 分享澳門娛樂場博彩中介人之溢利－分享澳門娛樂場貴賓聽博彩中介人之溢利，佔因
該博彩中介人而產生之轉碼營業額之0.4%及娛樂場及╱或貴賓聽應付予該中介人之任
何紅利；及

(iv) 放債業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改變本集團於先前年度已識別之營運分部，惟「銷售及執
行訂製軟件及相關電腦設備」及「提供電腦相關技術支援及維修服務」先前被界定為兩個獨
立之業務分部，現已合併為一個營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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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營運分部間概無進行銷售或其他交易。

   分享澳門娛樂場
 紙類產品 資訊科技 博彩中介人之溢利 放債業務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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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155,417 – 2,446 9,863 239 1,019 1,330 1,896 159,432 12,778
          

分部業績 1,469 – (1,938) (2,410) (19,202) (35,104) (283) (2,994) (19,954) (40,508)
        

未分配收入         5,748 3,810
未分配費用         (20,560) (356)
融資成本         (9,203) (5)
          

除稅前虧損         (43,969) (37,059)
所得稅開支         (528) (334)
          

年度虧損         (44,497) (37,393)
          

分部資產 425,917 – 853 3,088 8,957 21,102 37,461 43,289 473,188 67,479
        

未分配資產         10,000 47,500
          

資產總值         483,188 114,979
          

分部負債 191,595 – 6,605 7,136 74,258 1,650 695 122 273,153 8,908
        

未分配負債         17,540 1,033
          

負債總額         290,693 9,941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14,606 – 94 142 897 240 2 29 15,599 411
資本開支 9,709 – 10 16 39 1,804 6 4,175 9,764 5,995
應收賬款之
 減值虧損 – – 125 235 – – – – 125 235
應收貸款之
 減值虧損 – – – – – – – 656 – 656
商譽之減值虧損 – – – – 15,800 14,200 – – 15,800 14,200
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減值虧損 – – – – – – – 2,465 – 2,465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3,056 –

融資租約之利息部分 – 5

可換股可贖回票據之利息 2,250 –

承兌票據之利息 1,366 –

可換股債券之假計利息 2,531 –
  

 9,2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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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下列組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當年撥備   

 －香港 217 334

 －中國 311 –
  

 528 334
  

香港利得稅乃按於香港產生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於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採用法定稅率計算之理論稅項收益（開支）與實際稅項收益（開支）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43,969) (37,059)
  

按香港利得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
 計算之稅項收益 7,255 6,115

其他地方稅率差異之影響 (147) 17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692 490

不可扣稅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8,177) (6,051)

尚未確認之暫時差距之稅務影響 (137) 15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 40

尚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14) (960)
  

年度稅項開支 (528)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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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度虧損

年度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890 610

計入銷售成本之存貨出售成本 143,736 –

折舊 15,411 411

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 125 235

　－應收貸款 – 656

　－商譽 15,800 14,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 2,46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35

有關租賃物業經營租約之最低租賃付款 1,775 1,355

來自買賣證券之已變現虧損 – 6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9,414 11,401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於年內或自報告期末以來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9. 每股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4.99) (5.47)
  

按下列基準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45,026) (37,60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902,556 687,556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被追溯調整，以反映於二零
零九年八月十二日生效之股份合併(即本公司股本中每四股已發行及未發行之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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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9,967 5,662

應收銀行承兌票據 2,481 –

減：個別減值撥備 (3,041) (2,916)
  

 19,407 2,74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432,000港元之應收銀行承兌票據乃就應付銀行承兌票據
作抵押。

應收賬款（已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三個月內 9,768 731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4,235 165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5,366 1,185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38 665
  

 19,407 2,746
  

已過期但尚未撥備之應收款項之賬齡連同既未到期亦未撥備應收款項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過期但尚未撥備：
 －過期少於三個月 2,365 218

 －過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5,254 470

 －過期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3,678 1,161

 －過期超過一年 38 –
  

 11,335 1,849

既未到期亦未撥備 8,072 897
  

 19,407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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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三個月內 12,501 214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4,520 512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5,098 345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1,643 2,158
  

 23,762 3,22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包括(i)造紙業務；(ii)分享澳門娛樂場貴賓聽博
彩中介人之溢利；(iii)放債業務；及(iv)銷售訂製軟件及提供技術支援。

(A) 非常重大收購

謹提述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二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表之公
佈及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刊發之通函，董事會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董
事會建議以代價190,000,000港元收購宏輝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宏輝」）（其持
有濟寧港寧紙業有限公司（「濟寧港寧」）之51%股權）之全部股權。於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日，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收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收購宏輝一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完成。根據收購協議，賣方將提供濟寧
港寧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之除稅後溢利不少於人民幣60,000,000元之保
證溢利。濟寧港寧從事製造及銷售各類牛皮紙。其生產設施包括2條紙品生
產線、用於製造紙類產品之原料或紙漿准備區、一間廢水處理工廠、供應工
廠使用之各種設備、各種實驗室及辦公室設備及各種原料處理設備。濟寧港
寧擁有一個工廠，該工廠包括約82,667平方米之兩幅鄰接土地以及土地上之
31座各式主要大樓及建築。根據上述通函所載之估值報告，廠房及機器及物
業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之市值分別約為人民幣112,000,000元及人民幣
5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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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宏輝之代價按下列方式支付：(i)支付現金103,500,000港元；(ii)本公司發行
總本金額為40,000,000港元可轉換為83,333,333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之
可換股債券；及(iii)本公司發行本金額為46,5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

(B) 可贖回可換股票據

謹提述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
以發行本金額為15,000,000港元年利率36%，自發行之日起一年到期之初步轉
換價為每股換股股份0.13港元之可贖回可換股票據（「可贖回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自願悉數贖回可贖回可換股票據，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發表之公佈。

(C) 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謹提述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刊發之
通函，董事會建議進行股份合併，基準為每四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
合併」）。董事會亦建議待股份合併生效後，將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由4,000股
股份更改為10,000股合併股份。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刊發之通
函。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股份合併及更改
每手買賣單位。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生效。
因股份合併，可換股債券及可贖回可換股票據之轉換價已調整，有關詳情載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發表之公佈。

(D) 認購新股份（「認購事項」）

謹提述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若干認購人訂立認購協
議，該等認購人按認購價每股0.04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260,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300,000港元，並用
於收購宏輝之買價餘額之部份付款。認購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完成，
而因股份合併，該等認購人獲按每股0.04港元發行及配發65,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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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提述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若干認購人訂立認
購協議，該等認購人按認購價每股0.20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154,000,000股
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新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0,300,000港元，
其中26,600,000港元用於收購宏輝之買價餘額之部份付款，及3,700,000港元
用於贖回可贖回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完成。

謹提述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刊發之通函，本公司與若干關連人士訂立認購協議，該等關連人士按認購
價每股0.20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70,000,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新股份。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3,700,000港元，其中11,750,000港元用於贖回
可贖回可換股票據，及1,950,000港元用作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一日，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認購事項。認購事項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十六日完成。

謹提述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若干認購人訂立認購協
議，該等認購人按認購價每股0.22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159,110,000股每股
面值0.04港元之新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4,650,000港元，其中
30,000,000港元用於部份支付收購永順控股有限公司（「永順」）全部股權協議
項下之可退還按金及4,650,000港元用作營運資金。認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
月十二日完成。

謹提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若干認購人訂立認購
協議，該等認購人按認購價每股0.22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104,390,000股每
股面值0.04港元之新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2,200,000港元，用
於部份支付收購永順全部股權協議項下之可退還按金。認購事項於二零一零
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

(E) 主要收購事項

謹提述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
刊發之通函，董事會建議收購永順控股有限公司（「永順」）（持有東莞九禾生
物塑料有限公司（「九禾」）60%之股權）之全部股權，代價為280,000,000港元
（「收購事項」）。代價將以下列方式支付：(i)分三期以現金支付215,000,000

港元；及(ii)本公司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0.3009港元發行及配發本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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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00港元之216,000,000股新股份（「代價股份」）。根據收購事項之協
議（「收購協議」），有關賣方須向買方提供溢利擔保，保證九禾於二零一一
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各年之除稅後溢利將分別不少於
60,000,000港元、80,000,000港元及100,000,000港元。九禾主要透過於二零一
零年二月二十一日與中國夥伴就知識產權訂立之專利權協議，從事開發、生
產及銷售生物可降解材料及其相關產品。專利權協議包括兩項專利：(i)中國
專利編號為ZL200610035466.0，專利名稱為「一種可完全生物降解塑膠樹脂
及其薄膜類製品的生產方法」，有效日期由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二零
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止；及(ii)中國專利編號為ZL01144447.9，專利名稱為「一
種澱粉基生物降解材料及其一次性餐飲具生產方法」，有效日期由二零零一
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
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刊發之
通函。本公司股東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收購協
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進行投票。

(F) 持續關連交易

謹提述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表之公佈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刊
發之通函，九禾（本公司將透過其建議收購永順持有60%之股權）與廣東上九
生物降解塑料有限公司（持有九禾40%權益）（「中國夥伴」）訂立總協議（「總協
議」），內容有關供應生物可分解材料及相關產品（「該等產品」），根據總協議，
九禾已同意供應而中國夥伴已同意於三年期間購買該等產品，且該等產品之
價格將根據中國夥伴下達訂單時之相關現行市價釐定。三個年度各年根據總
協議擬進行交易之年度最高總金額分別為350,000,000港元、1,000,000,000港
元及1,000,000,000港元。本公司股東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就總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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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股東應佔虧損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收入約為159,430,000港元，較去年（二零零九年：
12,780,000港元）增加1,147.5%。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新收購之造紙業務於回顧年度
錄得收入155,420,000港元。然而，資訊科技顧問服務業務及澳門博彩及娛樂業務
之艱難營商環境收窄了收入之增長。顯然，中國政府採取收緊澳門個人遊之政策
以及因澳門新賭場持續不斷湧現而帶來的激烈競爭已對博彩及娛樂業務產生不利
影響。由於西方國家之消費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緩慢復甦，若干客戶推遲或取消升
級或安裝新軟件系統及相關計算機設備，以節省成本應付進一步之潛在金融危機，
從而引致資訊科技顧問服務部門收入顯著下降。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45,030,000港元，對比二零零九年錄得虧損淨
額37,600,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淨額主要由於博彩及娛樂業務產生之商譽減值；
與股本結算購股權有關之非現金成本；可換股票據、承兌票據及銀行借貸之利息
開支；及資訊科技顧問服務之收入下降所致。

分部表現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造紙業務、博彩及娛樂分部、提供放債服務以及資訊科
技顧問服務貢獻之收入分別佔97.5%、0.2%、0.8%及1.5%，而二零零九年分別佔
0%、8.0%、14.8%及77.2%。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約為25,23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94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
動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以人民幣收益來撥付國內之營運開支，且不使用任何
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無抵押承兌票據約為40,000,000港元，有抵
押銀行貸款約26,070,000港元、無抵押銀行貸款約23,070,000港元。除承兌票據以
港元計值外，所有借貸均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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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根據附息及長期債務（包括
銀行借貸、承兌票據及可換股票據）佔總股本之百分比計算）約為62.7%（二零零九
年：無）。本集團繼續密切監察其營運資本需求，減少其總借貸，務求降低財務成
本並保持本集團健康之資產負債比率。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透過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自可贖回可換股票據及認
購事項成功產生之現金流量分別約14,800,000港元及88,950,000港元為其業務融資。
自可贖回可換股票據產生之資金已用於收購宏輝之買價餘額之部份付款。自認購
事項產生之資金已用於(i)收購宏輝之買價餘額之部份付款；(ii)部份支付有關可能
收購永順全部股權之可退還按金；及(iii)贖回可贖回可換股票據。

本集團採用保守之財務管理及庫務政策，並將於來年繼續採用此等政策。本集團
將需籌集額外資金已支付收購永順之代價餘款。鑑於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水平，董
事預期本集團將有能力籌集充裕資金以應付其於可見將來出現之營運及投資需要。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約為19,420,000港元及41,850,000

港元之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乃抵押作約26,070,000港元銀行貸款之擔保（二零零九
年：無）。此外，本集團有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6,150,000港元及應收銀行承兌票據
約1,430,000港元，乃持作因日常貿易產生之應付銀行承兌票據約23,070,000港元之
擔保。

外幣風險

本集團繼續採用保守之庫務政策，幾乎所有存款均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從而保
持最低之外幣風險。由於銷售、採購、支出、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列
值，故本集團並未採取任何對沖政策或訂立任何衍生產品，並認為此等措施對本
集團之財務管理活動而言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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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因一項未決訴訟產生之或然負債。一名客
戶已就申索賠償金784,320港元及退還該客戶支付之10,080港元服務費用及其利息
向地區法院起訴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索償理由為該附屬公司不履約違反一份電
腦軟件執行及維護合約並拒絕支付代價及╱或擁有及已收取之款項。於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日，該附屬公司提出辯護並反訴服務費76,000港元及相關利息。

上述訴訟尚未解決，且尚未就上述索償對該附屬公司作出判決。本公司董事認為，
不大可能於目前階段對該索償之最終結果作出合理之可確定估計。董事認為，該
附屬公司持有有根據之抗辯理由，並認為上述索償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約有105名（二零零九年：29名）
僱員。於回顧年度內，僱員（包括執行董事）之薪酬總額約為29,41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11,400,000港元）。香港之僱員亦同時可享有公積金供款及醫療保險。至
於中國僱員，本集團須根據僱員底薪按既定比率向國家資助之退休計劃作出供款。
此外，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全面之在職培訓，並資助僱員報讀與工作有關之培訓
課程，以確保員工之資歷緊貼瞬息萬變之市場標準。本集團僱員之薪酬組合政策
由董事會定期檢討。除提供公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酌情花紅外，本集團亦根據
對各僱員之評估授出購股權以作為獎勵。

資本投資之未來計劃

展望未來，除繼續提升現有業務之經營表現外，本集團將物色多元化之新業務協
作及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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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遵照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董事遵照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至第5.67條之規定所指之董事進行買賣之最低標準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資料，下列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定義）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之 本公司之
姓名 權益類別 普通股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總計 股權百分比

董事
黃錦亮 公司權益 248,125,000 – 259,375,000 18.55%

  （附註1）
 個人權益  11,250,000

   （附註2）

胡東光 個人權益 – 11,000,000 11,000,000 0.79%

   （附註3）

鄔炳祥 個人權益 – 10,200,000 10,200,000 0.73%

   （附註4）

張翅 個人權益 36,350,000 6,500,000 42,850,000 3.07%

   （附註5）

吳國柱 個人權益 – 500,000 500,000 0.04%

   （附註6）

吳秋桐 個人權益 – 500,000 500,000 0.04%

   （附註6）

謝正樑 個人權益 – 700,000 700,000 0.05%

   （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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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公司248,125,000股股份由博輝國際有限公司（「博輝」）（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由執行董事黃錦亮先生全資擁有）實益擁有及以其名義登記持有。

2.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1,25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11,25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1,00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11,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4.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0,20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10,2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50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6,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0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7.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00,000份附帶權利可認購7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年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任何
安排，致使任何董事或管理層成員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得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十八歲以下之子女）
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已獲授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及其聯屬公司（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定義）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董事、主要行政人
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屬公司（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
部之定義）之證券中擁有任何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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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
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之主要股東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

或以上之權益。此等為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以外之權益。

  所持相關
名稱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份數目 總計 股權百分比

博暉國際有限公司（附註1） 248,125,000 – 248,125,000 17.75%

附註：

1. 博輝國際有限公司由執行董事黃錦亮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以申報之權益或
淡倉。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並不知悉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
板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之間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
他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吳國柱先生（主席）、吳秋桐先
生及謝正樑先生，書面職權範圍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制定。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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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之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規
定買賣準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已遵守該規定操
守守則及規定買賣準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黃錦亮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黃錦亮先生、胡東光先生、鄔炳祥
先生、李潔移女士及郭萬達博士；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張翅先生；及四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吳國柱先生、吳秋桐先生、謝正樑先生及王慶義先生。本公告的資
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
董事願就本公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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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
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其張貼日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創業板網頁之「最新公司公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