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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atur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國天然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5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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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豐富之投資者。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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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中
國天然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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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natur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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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收入約為�8,6�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大幅上升��5.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9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000港元）。虧損
乃主要由於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45,8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68,900,000
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69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9,698,000
港元）。

– 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為7.60倍（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7倍）。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為0.05（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0.06）。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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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 13,707,657  7,55�,��8  28,629,946  8,797,6�7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8,773,851	)	 (�,946,7�� ) (15,493,234	)	 (4,�44,6�0 )  		   		

毛利  4,933,806	 �,606,�96  13,136,712	 4,65�,007
其他收入 5 288,366	 �9,669  597,230	 57,98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73,576	) (�,�54,764 ) (3,808,228	) (�,�54,764 )
行政費用  (8,477,771	) (�,6�5,��7 ) (17,379,926	) (6,0��,�4� )
其他營運費用  (1,137,212	) (�,�9�,47� ) (2,243,984	) (�,�00,8�� )
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資產公平值
 變動產生之（虧損）╱收益  (1,309,357	) (7,4�7,�5� ) (11,042,467	) �,5��,�77  		   		

除稅前虧損 6 (7,375,744	) (9,86�,850 ) (20,740,663	) (�,�4�,467 )
所得稅開支 7 (56,715	) (��,57� ) (558,757	) (8�,�5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及期內全面總開支  (7,432,459	) (9,884,4�� ) (21,299,420	) (�,��6,6�7 )  		   		

股息 8 –		 –  –		 –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0.67	) (�.90 ) (1.92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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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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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54,070	 7,440,�95
 投資物業  165,334,250	 �49,�40,000
 商譽  26,261,838	 �6,�6�,8�8  		

  199,650,158  �8�,94�,���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21,906,831	 �0,�6�,68�
 持作買賣投資  8,719,820	 �0,086,�9�
 存貨  6,025,835	 5,��5,�80
 現金及銀行結存  45,893,193	 68,900,06�  		

  82,545,679	 ��4,5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10,101,126	 ��,��5,75�
 應付稅項	 	 754,196  �,559,76�  		

  10,855,322	 �4,885,5�4  		

流動資產淨值  71,690,357	 �09,697,8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1,340,515	 �9�,6�9,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325,348	 �,��5,�48  		

資產淨值  268,015,167		 �89,��4,58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5,416,745	 55,4�6,745
 儲備  212,598,422  ���,897,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68,015,167	 �89,��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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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小計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結餘（經審核）	 55,416,745		 296,335,047		 837,295		 (63,274,500	)	 233,897,842		 289,314,587           

期內虧損及全面總開支		 –		 –		 –		 (21,299,420	)	 (21,299,420	)	 (21,299,420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未經審核）	 55,416,745		 296,335,047		 837,295		 (84,573,920	)	 212,598,422		 268,015,167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小計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結餘（經審核） ��,96�,745  �90,974,986  6,�9�,04�  (64,�85,8�5 ) ���,98�,��4  �45,94�,959           

期內虧損及全面總開支 –  –  –  (�,��6,6�7 ) (�,��6,6�7 ) (�,��6,6�7 )
配售所發行之新股 �7,�70,000  50,���,65�  –  –  50,���,65�  67,�0�,65�
購股權失效時之儲備轉撥 –  –  (5,554,748 ) 5,554,748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未經審核） �0,���,745  �4�,�06,6�9  8�7,�95  (60,057,684 ) �8�,886,�50  ���,0�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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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5,680,650	)	 (�0,�59,857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326,218	)	 (�4,8��,005 )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		 67,�0�,66�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淨額 (23,006,868	)	 ��,��8,8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68,900,061		 4�,97�,5�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45,893,193		 75,�0�,�4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45,893,193		 7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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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其股份於
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
銷售藥品、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研究與開發、物業投資及投資控股。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其中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作為編製基準，並就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
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之估值作出修訂。

編製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營運有關且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開始之會計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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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及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有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於本期間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
團已開始評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未能合理評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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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是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物業
投資及其他業務所產生之收入。期內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
 製造及銷售藥品 5,361,290	 6,940,759  11,480,030	 7,5�7,�40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6,723,009	 –  14,061,379	 –
物業投資 1,513,358	 6��,�59  2,978,537	 �,�60,�77
其他 110,000	 –  110,000	 – 		   		

 13,707,657	 7,55�,��8  28,629,946	 8,797,6�7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識別下列經營及可呈報分類：

‧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

‧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 物業投資

‧ 研究與開發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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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可呈報分類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提供
	 診斷測試
	 及保健
	 服務、製造		 提供廣告
	 及銷售藥品		 及公關服務		 物業投資		 研究與開發		 其他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11,480,030		 14,061,379		 2,978,537		 –		 110,000		 28,629,946
           

分類業績  (7,708,180	)	 1,042,241		 2,486,016		 –		 (3,132,184	)	 (7,312,107	)
         

其他收入            597,230
中央行政開支            (2,983,319	)
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
 資產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虧損           (11,042,467	)          

除稅前虧損           (20,740,663	)
所得稅開支            (558,757	)          

期內虧損           (21,299,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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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提供
 診斷測試
 及保健
 服務、製造  提供廣告
 及銷售藥品  及公關服務  物業投資  研究與開發  其他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7,5�7,�40  –  �,�60,�77  –  –  8,797,6�7
           

分類業績 (4,440,0�0 ) (95,008 ) 544,684  (�00 ) –  (�,990,6�4 )
         

其他收入           57,988
中央行政開支           (7�4,�98 )
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
 資產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5��,�77           

除稅前虧損           (�,�4�,467 )
所得稅開支           (8�,�50 )           

期內虧損           (�,��6,6�7 )
           

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利息收入 83,454	 �0,5�7  122,948	 �7,896
來自上市投資項目之股息收入 –	 �6,000  8,000	 �6,960
雜項收入 204,912	 �,��� 	 466,282	 �,���       

 288,366	 �9,669  597,230	 5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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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4,212	 �47,4�9  1,117,335	 484,055
出售存貨成本 1,773,784	 �,7�0,7�9 	 3,608,368	 �,7�0,7�9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56,715	 ��,57�  558,757	 8�,�50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6.5%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二零一零年：無）。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7,4��,459港元（二零一零年：9,884,4��港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08,��4,89�
（二零一零年：5�9,695,76�）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未經審核之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99,4�0港元（二零一零年：�,��6,6�7港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08,��4,89�（二零一零年：407,954,457）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未
考慮潛在普通股，原因為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於相關期間之平均股
份市價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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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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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8,496,675		 8,��8,655
買賣上市證券所產生之應收款項 19,702		 ��,9��
已付按金 3,873,362		 9,�65,976
預付款項 263,423		 50�,9��
其他應收款項 9,253,669		 �,06�,�08   

 21,906,831		 �0,�6�,68�
   

本集團授予其顧客之賒賬期介乎�0天至60天。按發票日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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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0天 4,057,963		 �,745,7��
��至60天 1,382,327		 �,�6�,5�0
6�至90天 1,385,506		 868,409
超過90天 1,670,879		 �,440,984   

 8,496,675		 8,��8,655
   

上文披露之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過期金額（見賬齡分析 
如下），但由於信貸質素並無出現重大變動，因此被本集團視為可收回而並無確認呆賬 
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餘額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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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賬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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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90天 2,883,763	 �,��8,4�0
9�至�80天 271,925  6��,97�
超過�80天 1,283,024	 74�,5�0   

 4,438,712	 4,57�,9��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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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項 4,429,933		 �,��4,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492,183		 8,858,889
已收租金按金 1,179,010		 �,���,�50   

 10,101,126		 ��,��5,75�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賒賬期為�0天。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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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0天 1,476,586		 �,777,856
��至60天 783,291		 4��,808
6�至90天 1,805,496		 4,0�8
超過90天 364,560		 ��0,0��   

 4,429,933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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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8,6�0,000港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大幅增長��5.4�%。本集團於期內亦錄得毛利約��,��7,000港元，較二
零一零年同期上升�8�.��%。

廣告及公關業務

自二零一一年年初收購亞洲公關有限公司（「亞洲公關」）以來，亞洲公關已為本集團提
供穩定之收入來源。作為亞洲之金融及科技中心，香港繼續急劇擴展其區域領導者之地
位，而公關行業則隨之同步發展。憑藉飛速增長之業界態勢，公關行業之發展前景廣
闊。本集團繼續物色多元化商機，務求於香港及中國進一步提升亞洲公關之品牌知名
度。

亞洲公關為香港各類不同上市公司提供策略性顧問服務，涵蓋企業傳訊、媒體關係、投
資者關係、議題╱危機管理、媒體培訓及項目管理。亞洲公關近期亦參與多個首次公開
發售項目，吸引香港境外客戶。

由於亞洲公關在業內之聲譽漸盛，其客戶群於期內正在擴大。期內，本集團於提供廣告
及公關服務方面錄得收入約�4,06�,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49.��%。

資產投資

期內，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約�,979,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
��6.��%。預期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及估值收益。

由於近期全球經濟下滑，本集團於期內錄得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虧損約��,04�,000港元。儘管如此，本集團之現金狀況維持穩健，且無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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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銷售藥品業務

隨著健康意識提高，本集團相信藥品業務將有重大發展。然而，本集團繼續檢討有關此
業務新發牌規定的發展策略。期內，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錄得收
入約��,48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5�.��%。

未來前景

歐債問題、美國量化寬鬆措施以及中東政治事件預期將對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構成挑
戰。

鑑於多項外圍因素影響，預期將有一定程度之波動性，惟本集團預期香港經濟相對穩
定，並將繼續受惠於中國之發展及增長。本集團確信，廣告及公關業務將繼續錄得穩定
增長。由於全球經濟及投資環境仍然向好，本集團有能力應對挑戰，並將保持審慎投資
策略及致力於把握未來寶貴之投資商機，以冀增強現有投資組合，從而為本集團帶來豐
厚回報。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為�8,6�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大幅上升��5.4�%。

期內毛利約為��,��7,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8�.��%。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為�.9�港仙（二零一零年：0.�0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9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000港元）。虧損乃
主要由於分類為持作買賣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45,89�,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68,9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69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09,698,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為7.60倍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8.�7倍）。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為0.05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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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68,0�5,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89,��5,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大部份買賣交易、資產與負債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政策旨在讓其經營實體
以相應地區之貨幣經營業務，以降低貨幣風險。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之主要業務以港元進
行及記錄，故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本集團之資產已抵押為任何銀行信貸之擔保。

其他資料

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之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所提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標準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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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所持已發行	 之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周啟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 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之高級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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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人士（董事及本公司之高級行政人員
除外）通知其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6條規
定由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獎勵
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董事會可酌情邀請其全權酌情認為
不時對本集團有貢獻之本集團及╱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僱員、董事、諮詢
人、顧問、許可授權人、分銷商、供應商、代理人、客戶、合資夥伴、策略夥伴及
服務供應商接受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購股權計劃項下概無尚未行使之可認購本公司股份
之購股權。於期內，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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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公司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訂立有關中文大學
授予本公司優先購買若干技術及發明之權利之協議（經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之協議修訂及補充），本公司可於該等協議由二零零四年
六月十八日開始之四年內向中文大學或其可能指定人士授出購股權。

於期內，向中文大學所指定之人士授出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每股		 七月一日		 		 期內行使╱		 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註銷╱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0  ���,��4  –  –  ���,��4
 六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本公告「其他資料」一節項下「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
淡倉」及「購股權」各分節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
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名員工。

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及僱員各自之學歷、工作經驗以及表現釐定僱員薪酬。除基本
薪酬及酌情花紅外，購股權亦以本集團之業績表現及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作為參考依據
而授予本集團選定之僱員。此外，各僱員亦享有強制性公積金、醫療津貼及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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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期內，董事或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又或與或可能與
本集團有任何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之交易必守標準，作為本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經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於期內，董事一直遵守
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並已界定其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向
董事會建議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所有薪酬政策及結構，並向董事會建議設立正規及具
透明度的程序以發展該等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業文先生及梁
志堅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即周啟華先生組成，周啟華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準則，以提升股東價值。於期內，本公司一直應用創業
板上市規則附錄�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原則並遵守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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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書面界定其
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度報告及賬目、中期報告及季度報
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
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業文先生、梁志堅先生、譚比利先生及季
志雄先生。陳業文先生自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起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告，包括當中載列之本集團於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然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啟華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偉鴻先生、陳亮先生、周啟華先生及柏堅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陳業文先生、梁志堅先生、譚比利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