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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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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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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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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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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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一頁並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natural.com.hk可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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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 本集團錄得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虧損
主要由於(i)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及(ii)本集團行政及營運費用增加產生之虧
損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本集團的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0港元）。流
動資產淨值約為�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

• 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約��.��倍（二零一一年：�.��倍）。
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比率）約為0.0�（二零一一年：0.0�）。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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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收入 � 57,245,184  ��,�0�,���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32,085,100 ) (��,���,�0� )    

毛利  25,160,084  ��,���,���

其他收入 � 1,615,396  ���,���

銷售及分銷費用  (6,888,529 ) (�,���,�0� )

行政費用  (34,236,269 ) (�0,���,��0 )

其他營運費用  (6,126,074 ) (�,���,���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之（虧損）╱收益  (13,361,417 ) �,���,�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727,801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21,865,750  �0,��0,���

就商譽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4,000,000 ) (�,���,��� )    

除稅前虧損  (15,243,258 ) (���,��� )

所得稅開支 � (938,015 ) (�,0��,��� )    

本年度虧損 � (16,181,273 ) (�,�0�,���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物業重估之收益  221,726  –    

本年度全面總開支  (15,959,547 ) (�,�0�,��� )    

每股虧損 �0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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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七月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20,227  �,��0,���  �,���,0��
投資物業  183,300,000  ���,��0,000  ��,�00,000
商譽  22,261,838  ��,���,���  –      

  210,982,065  ���,���,���  ��,���,0��      

流動資產
存貨  6,515,295  �,���,��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46,807,972  �0,���,���  �,���,���
持作買賣投資  25,906,100  �0,0��,���  ��,���,���
可收回稅項  193,221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2,846,867  ��,�00,0��  ��,���,���      

  112,269,455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8,955,004  ��,���,���  �,���,���
應付稅項  –  �,���,���  –      

  8,955,004  ��,���,���  �,���,���      

流動資產淨值  103,314,451  �0�,���,�0�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4,296,516  ���,���,���  ���,�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58,746  ���,���  ���,���      

資產淨值  313,137,770  ���,���,���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125,117  ��,���,���  ��,���,���
儲備  230,012,653  ���,���,���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13,137,77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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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本公司
       物業    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之結餘 ��,���,���  ��0,���,���  �,���,0��  –  (��,���,��� ) ���,0��,���

本年度虧損及全面總開支 –  –  –  –  (�,�0�,��� ) (�,�0�,��� )

配售所發行之新股 ��,���,000  �0�,��0,0��  –  –  –  ���,���,0��

購股權失效時之
 儲備轉撥 –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55,416,745  296,335,047  837,295  –  (60,624,373 ) 291,964,714           

本年度虧損 –  –  –  –  (16,181,273 ) (16,181,273 )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
 物業重估之收益 –  –  –  221,726  –  221,726           

本年度全面總開支 –  –  –  221,726  (16,181,273 ) (15,959,547 )           

公開發售所發行之新股 27,708,372  11,083,349  –  –  –  38,791,721

股份發行開支 –  (1,659,118 ) –  –  –  (1,659,118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83,125,117  305,759,278  837,295  221,726  (76,805,646 ) 313,13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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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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00號信德中心西座��樓��0�
室。其於開曼群島之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0�,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0�,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藥品、提供廣告及公關
服務、研究與開發、物業投資及投資控股。

綜合財務報表按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下文所載的會計政策所述以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
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
的適當披露。

3.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
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之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關聯方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
 －詮釋第��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年度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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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所得稅」（於生效日期前應用）

本集團已於生效日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根據修訂，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除非有關假
定在若干情況下被駁回，否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投資物業」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
投資物業，均假定透過出售收回。

因此，就計量本集團按公平值模式計量的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而言，均假設該等物業乃透
過銷售收回。應用此修訂已導致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遞延稅
項負債分別減少���,���港元及�,��0,���港元，並於綜合權益變動表累計虧損項下確認有關
調整。此外，此應用亦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所得稅開支及本年
度虧損減少�,���,���港元。

於本年度，並無就有關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動計提遞延稅項，而之前遞延稅項負債乃就有
關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而計提。應用此修訂已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的所得稅及本年度虧損減少�,���,0��港元。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上文所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呈報項目的業績造成的影響
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本年度所得稅開支及虧損減少  (3,688,018 ) (�,���,��� )
    

對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影響
調整前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6 ) (0.� )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作出的調整（港仙）  0.3  0.�     

所呈報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1.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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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造
成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一日    七月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 ���,���  (���,��� ) ���,���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 �,���,���  (�,��0,��� ) ���,���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呈報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強制生效日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過渡性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 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適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適用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本公司董事預計採用新增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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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年度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  25,222,535  ��,���,���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26,029,520  ��,0�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5,993,129  �,���,���   

  57,245,184  ��,�0�,���
   

5. 分類資料

就分配資源至各分類及評估有關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會（即首席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料。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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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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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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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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25,222,535  26,029,520  5,993,129  –  57,245,184
         

分類業績 (13,367,660 ) (4,644,663 ) 26,946,375  –  8,934,052
       

其他收入         1,615,396

持作買賣投資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13,361,417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727,801

中央行政開支         (13,159,090 )         

除稅前虧損         (15,243,258 )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  ��,0�0,���  �,���,���  –  ��,�0�,���
         

分類業績 (��,���,��� ) �,���,�00  ��,�0�,���  (�0,0�0 ) (���,��� )
       

其他收入         ���,���

持作買賣投資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0�

中央行政開支         (�,���,��� )         

除稅前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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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呈報之收入為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於年內並無分類間銷售（二零一一年：無）。

分類業績為各分類產生或賺取之（虧損）╱溢利，並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其他收入、持作
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收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呈報
予首席營運決策者以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方式。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分類資產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
  製造及銷售藥品  17,262,515  ��,�00,���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37,384,242  ��,���,�0�
 物業投資  184,290,770  ���,���,�0�
 研究與開發  –  ��,���   

總分類資產  238,937,527  ���,�0�,���
未分配資產  84,313,993  �0,���,���   

綜合資產  323,251,520  �0�,���,���
   

分類負債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
  製造及銷售藥品  4,425,775  �,���,0��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2,766,150  �,���,���
 物業投資  1,427,068  �,���,0��   

總分類負債  8,618,993  ��,���,0��
未分配負債  1,494,757  �,���,���   

綜合負債  10,113,750  ��,��0,���
   

為監察分類表現及分配分類間之資源：

• 除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持作買賣投資及若干銀行結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均分配予
可呈報分類；及

• 除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可呈報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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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類資料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折舊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  1,406,199  �,�0�,���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557,838  ���,�0�
 未分配折舊  273,633  ��,���   

合計  2,237,670  �,���,��0
   

添置非流動資產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  682,582  ��,���,���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  603,638  ��,0��,��0
 物業投資  16,094,250  ��,���,���
 未分配非流動資產  1,469,391  ��0,���   

合計  18,849,861  ���,0��,���
   

就商譽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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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   

合計  4,000,000  �,���,���
   

地區資料

本集團絕大部分收入均來自外界客戶，而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主要客戶資料

於相應年度內，佔本集團總收入逾�0%之客戶收入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客戶A �  7,122,635  不適用�

   

� 提供診斷測試及保健服務、製造及銷售藥品之收入
� 相應收入在有關年度佔本集團總收入�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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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51,201  ��,�0�
其他利息收入  240,040  ��,�0�
來自上市投資項目之股息收入  8,000  ��,��0
服務收入  540,000  –
雜項收入  676,155  ��,���   

  1,615,396  ���,���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49,423  ���,��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88,592  ���,���   

  938,015  �,0��,���
   

香港利得稅根據各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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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年度虧損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5,993,129 ) (�,���,��� )
減：直接經營開支  373,353  ���,���   

  (5,619,776 ) (�,���,��� )
   

僱員福利開支：
 董事酬金  1,712,452  �,���,���
 其他員工之薪金及津貼  28,426,956  ��,���,���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62,126  ���,���
 其他員工福利  185,835  ��,��0   

僱員福利總開支  31,187,369  ��,���,���
   

租賃辦公室之經營租賃租金  4,501,948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37,670  �,���,��0
核數師酬金  480,000  ��0,000
已計入「其他營運費用」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撇賬  1,347,036  ��,���
已計入「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之存貨撇賬  465,205  ���,���
已計入「其他營運費用」之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783,768  –
就商譽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4,000,000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727,801 ) –
   

9. 股息

本年度本公司並無支付或宣派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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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虧損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6,181,273 ) (�,�0�,��� )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20,686,649  ���,��0,���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890,681  �,���,���
買賣上市證券所產生之應收款項  839,565  ��,���
有關建議收購之已付按金  23,000,000  –
其他已付按金  2,873,724  �,���,���
預付款項  791,169  �0�,���
應收貸款  12,000,000  –
其他應收款項  412,833  �,0��,�0�   

  46,807,972  �0,���,���
   

本集團授予其顧客的賒賬期介乎�0至�0天。按發票日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0至�0天  3,936,169  �,���,���
��至�0天  1,544,481  �,���,��0
��至�0天  460,633  ���,�0�
超過�0天  949,398  �,��0,���   

  6,890,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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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披露之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於報告期末已過期金額（見下文賬齡分析），但由於信貸質素
並無出現重大變動，因此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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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到期日呈列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賬齡：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最多�0天  924,805  �,���,��0
��至��0天  517,420  ���,���
超過��0天  542,379  ���,��0   

  1,984,604  �,���,���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385,135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359,115  �,���,���
已收租金按金  1,210,754  �,���,��0   

  8,955,004  ��,���,���
   

按發票日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0至�0天  2,789,016  �,���,���
��至�0天  489,700  ���,�0�
��至�0天  638,424  �,0��
超過�0天  467,995  ��0,0��   

  4,385,135  �,���,���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賒賬期為�0天。本集團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賒賬期內收
回所有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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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告期後事項

(i) 收購一項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收購一項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現金代價為
�,�00,000港元。

(ii)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確思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之全部股
權，現金代價為��0,000港元。

(iii) 建議發行可換股票據及配售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宣佈，普通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七
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以批准（其中包括）(i)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
年五月九日之配售協議建議發行可換股票據，本金額最多為�00,000,000港元；及(ii)根
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之配售協議建議發行配售股份，金額最多為�0,000,000
港元。截至批准該等財務報表之日，發行上述可換股票據及配售股份尚未完成。

(iv) 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交易」）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九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Chemo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CN BVI」）（ 作 為 賣 方 ）與Town Health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TH物業控股」）（作為買方）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訂立買賣協議（「買賣
協議」）。根據買賣協議，CN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而TH物業控股有條件同意收購
Million Worldwide Investment Limited（由CN BVI全資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
���,000,000港元，將由TH物業控股於上述出售完成後向CN BVI配發及發行TH物業控
股股本中之新股份（「代價股份」）支付。緊隨上述完成後，而CN BVI將擁有TH物業控
股經發行代價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之��%。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交易構成本公
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截至批准該等財務報表之日，交易尚未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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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製造及銷售藥品、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研究與開發及物業投
資。於回顧年度（「本年度」），本集團之整體業務營運呈穩定增長趨勢。

儘管全球經濟動盪，本集團仍於其主要業務地區及處於優質地段的物業投資達致目標表
現，繼續為其股東帶來合理回報。

廣告及公關業務

香港作為金融業之區域領導者，繼續發揮其重要作用，隨即帶動廣告及公關業同步發
展。基於在香港公關行業內之聲譽卓著及悠久歷史，亞洲公關有限公司（「亞洲公關」）自
二零一一年起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之收入來源。

亞洲公關為香港及中國內地各類不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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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於
提供廣告及公關服務方面錄得收入約��,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資產投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自零售及辦公室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約�,���,000港元，較先前
財政年度增長約��.0%。香港物業市場旺盛，本集團繼續從中受惠，預期本集團之投資
組合將為本集團帶來估值收益。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自投資物業產生之估值收益約
��,���,000港元。

由於歐洲債務危機令全球市場經濟充滿變數，香港股市於本年度出現波動。本集團於本
年度錄得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000港元。儘管如此，本集團之
現金狀況維持穩健，且無任何銀行或其他借貸。

所有投資活動（包括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及於優質地段之自有物業）乃在審慎風險管
理的情況下開展，而本集團將不時謹慎監察其投資組合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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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銷售藥品業務

於本年度，本集團藥品業務於製造及銷售藥品中錄得收入約��,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
收入約��.�%。預計藥品市場將會持續擴張的同時，公眾藥品之需求將持續增長。需求乃
由於香港人口老化加劇及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所致。然而，本集團將繼續檢討有關於香港
經營一間良好生產規範認可工廠之新發牌規定的業務發展策略。

新業務分類

為分散及降低本集團之投資風險並拓闊其收入基礎，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本集團訂
立一項收購協議，以總代價���,000,000港元（可予以調整）收購一組公司，彼等主要從事
勘探、開採與加工及買賣螢石。本集團已考慮螢石顆粒之前景，並相信是項收購將為本
集團未來提供契機，以於日後探索在採礦及買賣螢石及其他自然資源的新業務活動。

未來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全球經濟環境不穩定，本集團將維持其多元化的投資策略，以分散及降
低業務風險、拓闊收入來源以及盡量提高股東價值，從而為本集團業務帶來持續及穩定
增長。

預計二零一二年將是外部宏觀經濟狀況複雜多變的一年。然而，本集團相信機遇與挑戰
並存。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變化，修訂其現有業務策略以應對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
且不遺餘力地尋求與本集團未來發展一致的潛在投資項目，從而優化其投資組合，為股
東擴大其價值基礎。

財務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約��,���,000港元，較去年度增長��.�%。

本年度之毛利約為��,��0,000港元，較去年度上升��.�%。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港仙（二零一一年：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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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虧
損主要由於(i)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及(ii)本集團行政及營運費用增加產生之虧損所
致。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之末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額約為�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
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約為��.��倍
（二零一一年：�.��倍）。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比率）約為0.0�（二零一一
年：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或其他借貸（二零一一年：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000港元）。

根據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訂立之包銷協議，本公
司已透過按記錄日期（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每持有兩股本公司現有股份獲發
一股本公司發售股份（「發售股份」）之基準，以每股發售股份0.0�港元之價格公開發售
���,���,���股發售股份（「公開發售」）之方式，集資約��,�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公
開發售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完成。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股份配售協
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竭誠盡力基準以每股配售股份0.0�港元之
配售價配售最多�,00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股份」）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股份
配售」）。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如已全數配售）將約為��,�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本公司亦與配售代理訂立可換股票據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
理有條件同意按竭誠盡力基準將不超過本金總額為�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可換
股票據」）向獨立承配人配售（「可換股票據配售」）。可換股票據將附有權利按換股價每股
換股股份0.0�港元（「換股價」）（可予調整）轉換為本公司換股股份（「換股股份」）。於可換
股票據按換股價獲悉數轉換，本公司將發行合共�,000,000,000股換股股份。可換股票據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如已全數配售）將約為��,�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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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份配售及可換股票據配售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股份配售及可換股票據配售須待（其中包括）聯交所授
出配售股份及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之批准後，方可作實。

股份配售及可換股票據配售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刊發之公告作出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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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之主要業務以港
元進行及記錄，故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集團之資產已抵押為任何銀行信貸之擔保。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0�名（二零一一年：���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及僱員各自的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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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亦以本集團的業績表現及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作為參考依據而授
予選定的僱員。此外，各僱員亦享有強制性公積金、醫療津貼及其他福利。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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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年度已應用創業板
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之原則並已遵守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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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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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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查詢，董事於本年度一直遵守
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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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並已遵守守則條文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薪
酬委員會主要負責向董事會推薦建議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所有薪酬政策及結構，並向
董事會推薦建議設立正規及具透明度之程序以發展該等薪酬政策。

於本公告日期，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譚比利先生、季志雄先生及
梁志堅先生。譚比利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並已根據自二零一
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相關守則條文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制定提名政策以及就董事的提名及委任及董事會繼任、擬定提名候選人的甄選程序、審
閱董事會的規模、架構及組成，並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於本公告日期，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譚比利先生、季志雄先生及
梁志堅先生。譚比利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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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經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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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賬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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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已分別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季度報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亦就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向董事會及管理層提出推薦建議。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季志雄先生、譚比利先生及
梁志堅先生。季志雄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代表董事會
中國天然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李偉鴻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偉鴻先生、陳亮先生及柏堅先生； 
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志堅先生、譚比利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