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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822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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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性質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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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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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中昱科技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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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
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準確完整及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概無遺漏其他事宜，致
使本公佈中任何聲明或本公佈帶誤導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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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14,838 158,903 377,745 361,362

銷售成本  (157,963) (124,697) (274,564) (281,829)
     

毛利  56,875 34,206 103,181 79,5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391 6,734 37,710 11,32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63) (7,543) (16,693) (12,613)

行政開支  (48,469) (30,892) (75,968) (62,768)

其他營運開支  (1,689) – (6,248) (102)

財務費用 4 (5,671) (6,449) (10,615) (11,99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收益  – 9,617 – 24,354
     

除稅前溢利 5 8,374 5,673 31,367 27,733

所得稅 6 (499) (1,378) (7,197) (4,768)
     

期內溢利  7,875 4,295 24,170 22,96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國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423 (1,431) 7,738 8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3,423 (1,431) 7,738 8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298 2,864 31,908 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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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074) 3,329 4,338 15,7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9,949 966 19,832 7,255
     

  7,875 4,295 24,170 22,965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389) 1,633 8,006 14,75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687 1,231 23,902 8,297
     

  11,298 2,864 31,908 23,049
     

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盈利
 －基本（以仙計） 7 (0.48) 0.77 1.00 3.64
     

 －攤薄（以仙計） 7 (0.48) 0.77 1.00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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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84,324 361,330
 投資物業  – 34,569
 預付土地租賃  6,278 25,600
 無形資產  5,170 8,50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5,278 5,167
 遞延稅項資產  – 3,30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1,050 438,477
   

流動資產
 存貨  33,041 104,773
 建築合約  10,460 9,735
 應收貿易賬款 10 60,258 290,4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3,825 73,590
 受限制銀行存款  3,506 49,1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54,477 93,822
   

流動資產總額  215,567 621,501
   

   

持作出售資產 11 308,476 –
   

總資產  625,093 1,059,97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3,742 273,54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8,823 229,131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3,288 134,567
 可換股貸款票據及內置式衍生工具 13 35,851 30,926
 應付董事款項  3,181 3,31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 65,121
 應付稅項  9,594 4,780
   

流動負債總額  284,479 741,382
   

   

流動負債淨額  (68,912) (119,8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614 31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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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非上市認股權證  5,151 5,151

 遞延稅項負債  2,860 12,391
   

非流動負債總額  8,011 17,542
   
   

淨資產  332,603 301,054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4,318 4,318

 儲備  131,438 123,7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5,756 128,1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6,847 172,945
   

總權益  332,603 3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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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股份為    歸屬於
   物業 法定儲備 基礎支付 合併儲備 累積匯兌  本公司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附註(a)） 之儲備 （附註(b)） 調整儲備 累積虧損 擁有人 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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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318 165,417 11,293 11,891 25,830 2,441 20,335 (113,419) 128,106 153,397 281,50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958) 15,710 14,752 8,297 23,049

購股權失效 – – – – (955) – – 955 – – –

已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股息 – – – – – – – – – (10,258) (10,25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4,318 165,417 11,293 11,891 24,875 2,441 19,377 (96,754) 142,858 151,436 294,29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4,318 165,417 11,293 12,828 24,572 2,441 23,309 (116,069) 128,109 172,945 301,05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3,668 4,338 8,006 23,902 31,908

購股權失效 – – – – (2,423) – – 2,423 – – –

轉撥自保留盈利 – – – 13,240 – – – (13,599) (359) – (35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318 165,417 11,293 26,068 22,149 2,441 26,977 (122,907) 135,756 196,847 332,603
           

附註：

(a) 法定儲備

根據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按照中國之法規及規
例，本集團須將若干溢利按溢利之百分比自保留溢利轉撥至若干法定儲備。轉撥至儲備之有
關事項將只會待該等集團企業之董事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b) 合併儲備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所發行股本之面值與透過交換股份收購之附屬公司之股本及股份
溢價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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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94,797 (753)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1,021) (16,033)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6,606) 23,8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37,170) 7,101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3,822 121,505

匯率變動之影響  4,722 (1,30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5,714 127,30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4,477 127,305

 持作出售資產 11 81,237 –
   

  135,714 12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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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之註
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均披露於年報之公司資料一節。

期內，本集團涉及下列主要業務活動：

• 環保相關業務
• 製造及銷售揚聲器系統
• 投資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 投資控股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中昱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法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此外，此等財務報表已包含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除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重估金額或公允價值計量外（如適用），財務報表已
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

本集團採納若干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以下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並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潛在相關之新訂╱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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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用作制定決策之審閱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

於本期間，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部，即製造及銷售揚聲器系統及環境相關業務，乃根據業
務性質分開管理。

就可呈報分部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之分部資料，以及分部總額與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內報告之金額之對賬如下：

 製造及銷售 環境相關 未分配
 揚聲器系統 業務  （附註(c)）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附註(a)） 353,306 24,439 – 377,745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附註(b)(i)） 23,947 14,722 (7,302) 31,367
    

折舊及攤銷 10,732 6,044 146 16,922

利息收入 325 63 – 388

利息開支 2,596 8,019 – 10,615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258 – – 258

所得稅開支 1,014 6,183 – 7,197

購置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123 40 – 38,16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附註(b)(ii)） 308,476 270,334 46,283 625,093

可呈報分部負債（附註(b)(iii)） – 210,517 81,973 29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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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銷售 環境相關 未分配
 揚聲器系統 業務  （附註(c)）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附註(a)） 353,836 7,526 – 361,362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附註(b)(i)） 20,866 12,242 (5,375) 27,733
    

折舊及攤銷 10,017 4,631 144 14,792

利息收入 735 14 – 749

利息開支 4,377 7,618 – 11,995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506 – – 506

內置式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
 變動產生之收益 – 13,644 – 13,644

非上市認股權證公允價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 10,710 – 10,710

所得稅開支 4,743 25 – 4,768

購置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593 1,477 23 30,09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766,132 238,220 55,626 1,059,778

可呈報分部負債 486,768 236,478 35,678 75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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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以下為本集團期內來自其主要客戶之收入之分析，並歸屬於可呈報分部「製造及銷售揚
聲器系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49,593 44,622

客戶B 45,752 38,180
  

(b) 有關可呈報分部之損益、分部資產及負債與本集團之除所得稅開支前損益、資產及負
債之計量差額分別如下：

(i) 該金額主要指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及其他企業開支。

(ii) 該金額主要指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其他企業資產。

(iii) 該金額主要指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項、其它借貸及應付董事款項。

(c) 對賬指下列未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資產及負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38,669 33,108

折舊及攤銷 (146) (144)

董事酬金 (972) (1,072)

其他 (6,184) (4,159)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31,367 2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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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70,334 1,004,352

持作出售資產 11 308,476 –

未分配企業資產  44,591 55,626
   

綜合資產總額  623,401 1,059,751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10,517 723,246

未分配企業負債  80,281 35,678
   

綜合負債總額  290,798 758,924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3,151 4,492 5,976 8,050

 －可換股貸款票據 2,159 1,896 4,278 3,771

 －貼現票據 361 61 361 174
    

 5,671 6,449 10,615 11,995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829 5,093 13,657 10,527

無形資產攤銷 1,524 2,038 3,047 4,119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
 租賃土地付款攤銷 109 34 218 146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258 (506) 258 (506)

內置式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 (6,199) – (13,644)

非上市認股權證之公允價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 (3,418) –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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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在香港營運之集團企業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其它地區就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5 1,394 7,733 4,677

 －過往期間
   （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44 (16) (536) 91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499 1,378 7,197 4,768
    

7.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虧損）╱盈利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盈利之盈利 (2,074) 3,329 4,338 15,710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31,765 431,765 431,765 431,765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港元）。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38,163,000港元及出售賬面淨值約530,000港元之
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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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第三方 235,733 308,372

 －關連方 225 212
  

 235,958 308,584

減：減值 (258) (18,120)
  

 235,700 290,464
  

減：持作出售資產 (175,442) –
  

 60,258 290,464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根據交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47,928 228,612

91至180日 23,296 23,129

181至365日 37,525 38,723

超過365日 26,951 –
  

 235,700 29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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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作出售資產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
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及關連交易。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
同意出售Taraki Inc.及其附屬公司（「出售集團」）之待售股份及銷售貸款予買方，而買方有條
件地同意向本公司收購待售股份及銷售貸款，總代價為122,000,000港元。本出售事項之普通
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且該交易已於同日完成。

因此，出售集團於本公司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記錄為持作出售資產，其中總金額包括下
列項目：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3,109

投資物業  35,310

預付土地租賃  19,496

無形資產  930

遞延稅項資產  3,374

存貨  142,205

應收貿易賬款 10 175,4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8,656

受限制銀行存款  89,419

現金及銀行結餘  81,237
  

總資產  919,178
  

應付貿易賬款 12 (295,25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6,662)

附息銀行借貸  (39,862)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128,966)

應付稅項  (1,025)

遞延稅項負債  (8,935)
  

總負債  (610,702)
  

  

  30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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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供應商授予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日至180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08,076 95,897

31至90日 122,473 122,463

91至180日 64,134 46,077

181至365日 14,061 8,840

超過365日 250 270
  

 308,994 273,547
  

減：持作出售資產 (295,252) –
  

 13,742 273,547
  

13. 可換股貸款票據及內置式衍生工具
負債部份及內置式衍生金融工具之變動載列如下：

  內置式衍生
 負債部份 工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4,776 15,837 40,613

設算利息支出 7,970 – 7,970

已付利息 (4,859) – (4,859)

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收益 – (12,927) (12,927)

匯兌調整 129 – 129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8,016 2,910 30,926
設算利息支出 4,278 – 4,278
匯兌調整 647 – 647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2,941 2,910 3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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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31,765 4,318
  

15. 資本承擔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開支 12,563 35,420
  

16. 關連方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曾與關連方進行以下交易：

(a) 銷售及採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聲電子（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SSIP」）
 －銷售貨品 206 464

  

(b) 應收╱（付）關連方款項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
 －蘇州市相城區元和鎮集體資產經營
 公司之款項 (2,828) (3,143)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
 －蘇州市相城區無線電元一廠之款項 (659) (646)
  

應收SSIP之貿易賬款 225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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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黑龍江省盛焱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盛焱」）

盛焱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在中國註冊成立，註冊資本人民幣30,000,000元，主要於中
國東北地區從事秸稈壓塊燃料（一種生物燃料及煤炭替代品）的生產及銷售業務。
盛焱於黑龍江省拜泉縣擁有一個主廠及三十個分廠，年產能達約200,000噸。自二零
一零年成立以來，盛焱已發展至一定規模，運營狀况良好，並於二零一三年二月錄
入由國務院財政部發放的二零一一年秸稈綜合利用專項補貼合共人民幣18,800,000

元（約等於23,600,000港元）。根據中國財政部網站刊發的獲授秸稈能源利用補貼公
司名單，以二零一一年的年度銷售額計，盛焱為黑龍江省最大的秸稈綜合利用生
產商。於今年第二季度內，盛焱已錄得銷售收入約5,100,000港元及毛利約1,600,000

港元，較第一季度（分別為19,300,000港元及6,800,000港元）下降。由於盛焱之產品
主要用於供熱，夏季市場需求通常低迷，且本公司相信銷售將在即將到來的秋冬
季節好轉。

江蘇晟宜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晟宜」）

晟宜主要從事脫硫技術服務，可有效降低煤炭、天然氣及石油產品等化石燃料燃
燒後排放的二氧化硫及硫化氫。由於過去數月整體經濟增長放緩，且許多傳統化
學品製造商遭遇嚴重現金流短缺，晟宜之現有合約目前進展緩慢，且於本期間內
晟宜仍未錄入任何銷售收入及溢利。

上聲

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內，揚聲器製造及銷售業務（「上聲」）已錄得收益209,7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164,400,000港元）及毛利55,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5,5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27.6%及55.5%。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
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
關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
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售Taraki Inc.及其附屬公司之待售股份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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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貸款予買方，而買方有條件地同意向本公司收購待售股份及銷售貸款，總代價
為122,000,000港元。本出售事項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舉行之股
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且該交易已於同日完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營業額改善4.5%至約377,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61,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揚聲器系統之銷售額微
降至約353,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53,800,000港元）。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起開
始其環保相關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業務所產生的
收入為24,4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率略
增至34.4%（二零一二年：26.0%）。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約24,2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23,000,000港元）。有關純利乃主要由於(i)盛焱之補貼人民幣18,800,000元
（約等於23,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收益約13,200,000

港元）；及(ii)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溢利。

前景

近幾年，中國各地均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環境問題，不僅使得社會及民眾持續提高
對環境保護的關注程度，也使得中國政府不斷加强對各企業污染防治及節能减排
的綜合管理並大幅增强對環保相關行業的支持力度。這一舉措不僅為環保行業提
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及清晰的指引方向，同時也使本集團更加堅定地執行發展環
保相關行業之目標。

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將繼續鞏固現有的環保業務，積極開拓新的業務範圍並持續
尋找適當的投資機會。

此外，本集團還將繼續嚴格控制風險，加强內部管理，整合優勢資源，積極進取，
謹慎投資，爭取為所有股東創造更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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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庫務政策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業務營運主要在中國進行，其經費主要由日常營運產生之
現金收益及企業借貸支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連同有限制及抵押銀行存款）約達135,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2,900,000港元），其中包括總金額81,200,000港元乃記錄於持作出售資產內。於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債務總額包括可換股貸款票據及銀行及其他借貸
總額約96,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2,600,000港元），其中包括
總金額39,900,000港元乃記錄於持作出售資產內。

可換股貸款票據（倘未轉換或提早贖回）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到期償還。可換股貸款
票據以人民幣列值，按票面利率每年12厘及複合年到期利率每年15厘計息。短期銀
行貸款以人民幣列值，利率介於每年5.4厘至6.9厘之間，於一年內償還，而以港元
列值之其他貸款利率為每年17.6厘加管理費每年10%，並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到期。本公司目前正分別與可換股貸款票據及其他貸款之出借人進行磋商，以延
長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提早贖回日期及其他貸款之償還日期；而至今尚無最終結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68,9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900,000港元）。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
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之公佈，內容有關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於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
售Taraki Inc.及其附屬公司之待售股份及銷售貸款予買方，而買方有條件地同意向
本公司收購待售股份及銷售貸款，總代價為122,000,000港元。本出售事項之普通決
議案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且該交易已於同
日完成。本公司於期末後收取之現金代價預期將改善本集團之整體財務及現金流
狀況。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股份為431,764,974股（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31,764,97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資產比率（以債務總額對債務總額及總權益
之百分比）為22.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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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除「業務回顧」及「前景」各節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亦無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業務回顧」及「前景」各節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予以披露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2,579名（二零一二年：2,599名）僱員（包括
董事）。本集團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僱員薪酬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合共約
92,32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0,783,000港元）。

本集團相信員工乃本集團最重要資產之一。致力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本集
團將僱員薪酬水平調整至緊貼個別員工表現、學歷及經驗以及勞動市場狀況。除
常規報酬外，經參考個別表現及本集團業務表現，合資格僱員可獲酌情花紅及購
股權。本集團亦盡力為員工提供適合的持續培訓，裝備自己迎合未來的發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賬面值約119,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6,300,000港元）的若干租賃持有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予以抵押，為
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行融資作擔保。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89,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9,100,000港元）予以抵押，為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作擔保，乃計入持作出售資
產內。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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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之風險及相關對沖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元定值，使本集團須承受
外幣匯兌風險的影響。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外幣對沖政策，但管理層將持續監控
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匯兌風險。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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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所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5.46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中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 所持相關  已發行股份
姓名 身份 普通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總額 百分比

單曉昌先生 一間控制公司之權益 239,556,536 – 239,556,536 55.48%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 35,000,000 35,000,000 8.11%

   （附註2）
     

  239,556,536 35,000,000 274,556,536 63.59%
     

附註： 

1. 該等股份乃由中昱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昱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本
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實益擁有，單曉昌先生被視為於中昱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悉數行使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
股份總數。該等購股權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有條件授予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執行董
事單曉昌先生。該等授出乃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
別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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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股份或債券中
概無擁有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之
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所持 所持相關  已發行股份
名稱 身份 普通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總額 百分比

中昱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39,556,536 – 239,556,536 55.48%

 （附註1）

單曉昌先生（附註1） 一間控制公司之權益 239,556,536 – 239,556,536 55.48%

 實益擁有人 – 35,000,000 35,000,000 8.11%

   （附註2）
     

  239,556,536 35,000,000 274,556,536 63.59%

吳淑華女士（附註3） 配偶權益 239,556,536 35,000,000 274,556,536 63.59%

陳秉義先生 實益擁有人 73,675,000 – 73,675,000 17.06%

雷秀雲女士（附註4） 配偶權益 73,675,000 – 73,675,000 17.06%

Concept Capital 實益擁有人 – 146,163,814 146,163,814 33.85%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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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中昱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獨
自實益擁有，單曉昌先生被視為於中昱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悉數行使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
股份總數。該等購股權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有條件授予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執行董
事單曉昌先生。該等授出乃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
別大會上批准。

3. 吳淑華女士乃單曉昌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被視為於單曉昌先生
擁有之全部274,556,53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雷秀雲女士乃陳秉義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被視為於陳秉義先生
擁有之全部73,67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Concept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的最新通知未計及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對轉換價及行使
價之重設調整。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人士知會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令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予合資格參與者，作為彼等
對本集團貢獻之激勵或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董事、諮詢人或
專業顧問、股東及供應商或客戶。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生效，將直至
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止持續有效。購股權計劃到期前授出之購股權將繼續有效，可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行使。本公司於根據其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所採納之任何
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能將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之最高
數目，合共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之已發行股本之30%。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擁有56,200,000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700,000份）本公司於二
零零二年七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項下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相當於當日之約
13.0%（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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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授出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及可
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之1%，惟獲股東（獲授予人士
及╱或其各自之聯繫人士除外）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批準則除外。倘於任何12個月
期間內，授予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之購股權超
過已發行股份之0.1%，及總價值（按股份於授予日期之收市價計算）超過5,000,000

港元，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建議可於承授人支付象徵式代價合共1港元後接納。
承授人可由本公司建議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當日起計不超過10年之期間內，
隨時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按購股權計劃所述之方式行使全部或部份根據購股
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購股權之行使價可由董事會全權釐定，惟無論如何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者：(1)本
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收市價；(2)本公司股份緊接授出
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平均收市價；及(3)本公司股份之面
值。

下表披露本公司期內之購股權變動：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每股本公司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姓名或參與者類別 行使期 股份之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單曉昌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至 0.962 35,000,000 – – – 35,000,000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僱員（不包括董事）
合計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至 0.962 4,000,000 – – (4,000,000) –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其他
合計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 0.666 21,200,000 – – – 21,200,000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60,200,000 – – (4,000,000) 5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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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或其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上述
人士亦無行使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透過
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擁有該等權利或利益。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
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8至第5.67條載列之交易所需標準。經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確認董事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已遵守該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操守守則及所需交易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A.2.1

該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以來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職務。鑑
於本公司規模及運作，加上日常運作事實上乃委託高級行政人員進行，董事會認
為此舉無損問責性及獨立決策能力。此外，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僅由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於認為必要時可自由地直接獲取本公司外聘核數師
及獨立專業人士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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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E.1.2

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由於需要處理緊要事務，董事會主席單曉昌先生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大會」），故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執行董
事馬安馨先生擔任大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
成立，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包括陳
詩敏女士、王家廉先生及王志華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乃以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昱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單曉昌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單曉昌先生、單茁君女士及馬安馨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家廉先生、王志華先生及陳詩敏女士）組成。

本公佈將由其刊發日起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登
載至少7日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sunrisechina-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