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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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資料。仁智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
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
產生誤導。

SAGE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2）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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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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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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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1）    

收入 2 39,427 9,723
銷售成本 8
－墓園資產使用權之減值虧損 (230,160) –
－其他 (25,184) (2,833)    

（毛損）╱毛利 (215,917) 6,890

其他收益 3(a) 1,795 893
其他虧損，淨值 3(b) (11,174) (9,236)
銷售及營銷開支 8 (14,769) (3,296)
行政費用 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1,193)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978) (3,758)
－其他 (47,465) (39,090)    

經營虧損 (300,701) (47,597)
融資收益 4 375 8,909
融資成本 4 (8,970) (3,643)    

(309,296) (42,33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 (2,690)    

除稅前虧損 8 (309,296) (45,021)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59,590 (396)    

本年度虧損 (249,706) (45,417)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0,332) (45,327)
非控股權益 (119,374) (90)    

(249,706) (45,4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每股虧損
（以每股港元為單位） 6
－基本 (0.086)港元 (0.034)港元
－攤薄 (0.086)港元 (0.03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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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1）   

本年度虧損 (249,706) (45,417)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049 357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46,657) (45,060)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7,826) (45,012)

非控股權益 (118,831) (48)   

(246,657) (4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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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1） （附註1）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1,317 35,453 12,543

無形資產 29,266 13,189 10,43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140,048 142,738

墓園資產使用權 260,092 – –

就非流動資產訂立之按金 24,848 25,812 27,741     

365,523 214,502 193,455     

流動資產
存貨 113,836 11,886 12,0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05 9,360 1,103

與一間合營企業之結餘 – 36,728 24,658

衍生金融工具 583 1,771 2,46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426 11,260 32,045     

125,350 71,005 72,350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1,132 353 428

來自非控股權益之貸款 2,535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211 12,254 5,399

遞延收入 154 – –

其他借貸 26,843 – –

可換股債券
－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 – 28,848     

55,875 12,607 34,675     

流動資產淨值 69,475 58,398 37,6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4,998 272,900 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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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1） （附註1）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1,076 –

遞延收入 2,487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83,716 5,321 4,894

其他借貸 40,252 – –

可換股債券

－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96,148 85,564 76,131

－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24,393 22,062 –     

246,996 114,023 81,025     

資產淨值 188,002 158,877 150,10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95 3,795 2,530

儲備 31,356 134,482 126,9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151 138,277 129,457

非控股權益 152,851 20,600 20,648     

188,002 158,877 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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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除衍生金融工具及可換股債券乃按公

平值計量（如適用）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

1.1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該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財政年度強制執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集中針對合營安排參與方的權利和義務而非其法定形式。合營安排分

為兩大類：共同經營和合營企業。共同經營指其投資者對安排之資產擁有權利及對其負債承擔責任。共同

經營者確認其享有的資產、負債、收入和開支的份額。在合營企業中，有關投資者取得安排下淨資產的權

利；合營企業使用權益法入賬。不再容許將合營企業的權益使用比例合併法入賬。

本公司董事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規定，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於合營安排之投資的分類。董事

得出結論，本集團於Era Investment (Holding) Inc.（「EIHI」）之投資（其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分類為共同控制實體，並使用比例合併法入賬），應該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1號分類為合營企業，並使用權益法入賬。本集團於所呈報的最早期間開始（二零一二年一月一

日），將其於合營企業的投資，確認為本集團先前使用比例合併法入賬的該等資產及負債的賬面總值。此

乃應用權益會計法下本集團於合營企業投資的視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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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如下：

會計政策變動對綜合收益表的影響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EIHI

按權益

會計法入賬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原列）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6,869 (7,146) 9,723

銷售成本 (8,877) 6,044 (2,833)    

毛利 7,992 (1,102) 6,890

其他收益 896 (3) 893

其他虧損，淨值 (9,236) – (9,236)

銷售及營銷開支 (4,333) 1,037 (3,296)

行政費用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3,758) – (3,758)

－其他 (43,469) 4,379 (39,090)    

經營虧損 (51,908) 4,311 (47,597)

融資收入 8,909 – 8,909

融資成本 (4,766) 1,123 (3,643)    

(47,765) 5,434 (42,33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 (2,690) (2,690)    

除稅前虧損 (47,765) 2,744 (45,021)

所得稅抵免╱（開支） 1,279 (1,675) (396)    

本年度虧損 (46,486) 1,069 (45,417)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5,327) – (45,327)

－非控股權益 (1,159) 1,069 (90)    

(46,486) 1,069 (4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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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對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EIHI
按權益

會計法入賬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EIHI
按權益

會計法入賬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原列） （經重列） （原列）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8,680 (13,227) 35,453 16,557 (4,014) 12,543
無形資產 25,375 (12,186) 13,189 22,547 (12,114) 10,43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 140,048 140,048 – 142,738 142,738
墓園資產使用權 212,765 (212,765) – 225,115 (225,115) –
就非流動資產訂立之按金 25,972 (160) 25,812 27,741 – 27,741       

312,792 (98,290) 214,502 291,960 (98,505) 193,455       

流動資產
存貨 80,959 (69,073) 11,886 72,134 (60,051) 12,0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37 (377) 9,360 1,670 (567) 1,103
與合營企業結餘 18,364 18,364 36,728 12,329 12,329 24,658
衍生金融工具 1,771 – 1,771 2,461 – 2,46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545 (285) 11,260 33,949 (1,904) 32,045       

122,376 (51,371) 71,005 122,543 (50,193) 72,350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67 (514) 353 502 (74) 428
來自非控股權益貸款 1,229 (1,229) – 1,222 (1,222)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732 (8,478) 12,254 12,107 (6,708) 5,399
應付所得稅 – – – 5 (5) –
其他借貸 1,229 (1,229) – 1,222 (1,222) –
可換股債券－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 – – 28,848 – 28,848       

24,057 (11,450) 12,607 43,906 (9,231) 34,675       

流動資產淨值 98,319 (39,921) 58,398 78,637 (40,962) 37,6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11,111 (138,211) 272,900 370,597 (139,467) 231,130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86 (1,510) 1,076 1,437 (1,437) –
遞延收入稅項負債 70,688 (65,367) 5,321 71,556 (66,662) 4,894
其他借貸 14,539 (14,539) – 14,715 (14,715) –
可換股債券
－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85,564 – 85,564 76,131 – 76,131
－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22,062 – 22,062 – – –       

195,439 (81,416) 114,023 163,839 (82,814) 81,025       

資產淨值 215,672 (56,795) 158,877 206,758 (56,653) 150,105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95 – 3,795 2,530 – 2,530
儲備 143,744 (9,262) 134,482 135,141 (8,214) 126,9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7,539 (9,262) 138,277 137,671 (8,214) 129,457
非控股權益 68,133 (47,533) 20,600 69,087 (48,439) 20,648       

215,672 (56,795) 158,877 206,758 (56,653) 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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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對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影響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EIHI
按權益

會計法入賬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原列）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47,765) 2,744 (45,021)    

就以下作出調整：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349 (710) 1,639
軟件許可攤銷 4 (4) –
無形資產減值開支 629 – 629
權益結算之購股權支出 411 – 411
權益結算之認股權證支出 3,347 – 3,34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9,270 – 9,270
應佔以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 2,690 2,69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235 (572) 663
融資收入 (8,909) – (8,909)
融資成本 4,766 (1,123) 3,643
已支付所得稅 (5) 5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34,668) 3,030 (31,638)
存貨減少 541 (300) 241
墓園資產使用權減少╱（增加） 4,647 (4,691) (4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款項增加 (8,021) (29) (8,050)

與共同控制實體的結餘增加 (6,035) (6,035) (12,070)
應付貿易賬款增加╱（減少） 365 (440) (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 7,869 (967) 6,902    

經營業務使用之現金 (35,302) (9,432) (44,734)
已收利息 217 – 217
已付利息 (300) – (300)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35,385) (9,432) (44,817)    

投資業務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19,906) 10,474 (9,432)
就土地使用權訂立之按金 (13,574) – (13,574)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153 (582) (429)
購買無形資產 (2,906) 6 (2,900)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36,233) 9,898 (26,335)    

融資活動
供股所得款項，扣除發行費用 50,074 – 50,074
償還其他借貸 (1,229) 1,229 –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48,845 1,229 50,0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22,773) 1,695 (21,078)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3,949 (1,904) 32,045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69 (76) 293    

年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545 (285) 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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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

體的權益披露」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此等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

財政年度應予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建立於現有之原則下，就控制權之概念為決定一機構須否包括於

其母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確認，當評估出現困難時，此準則提供額外的指引幫助控制權之決定。待簽立與

EIHI股東訂立的承諾後，管理層得出結論，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主導性投票權益，能指導EIHI的相關實體。

因此，EIHI已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全面綜合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包括所有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方式，包括共同安排、聯營

公司、結構性實體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實體的披露要求。本集團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有關額外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之目的為改善一致性及減少就公平值的精確定義及公平值計量之單

一源頭及應用於橫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披露要求的複雜性。此要求不是伸延公平值會計法之應用，但就

怎樣應用於已經要求或准許採用此會計法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其他準則而言，提供指引。本集團已於綜

合財務報表作出有關額外披露。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亦須強制應用。採納該等

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於生產階段之剝除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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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並未被本

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利益計劃(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可收回金額的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投資實體(1)

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年度改進(2)

年度改進 二零一三年年度改進(2)

(1) 於本集團在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本集團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其他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的相關影響，惟尚未能夠斷定該等新準則

以及對現行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擬於該等新訂

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強制生效時採納應用。

2. 經營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共同獲識別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彼等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

層根據地區位置（主要包括香港及中國內地）釐定經營分部。

於中國內地，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銷售安葬權及墓地相關商品及提供殯儀服務。於香港，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

自提供殯儀服務及銷售相關商品。

分部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向管理層呈報之外界客戶收入按綜合收益表所用的方式計量。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根據未計入融資成本、財務收入及未分配企業收入和開支前的分部業績，評核分部表現。

分部資產主要包含物業、機器及設備、無形資產、墓園資產使用權、存貨、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合

營企業結餘及營運現金。

分部負債包含營運負債，但撇除可換股債券及不牽涉任何分部的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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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7,650 11,777 39,427    

經營虧損 (256,184) (8,283) (264,467)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36,234)
融資收入 375
融資成本 (8,970)    

除稅前虧損 (309,296)    

分部資產 478,491 5,579 484,07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71
無形資產 2,7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2
衍生金融工具 58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57    

資產總值 490,873    

分部負債 (147,076) (1,195) (148,27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579)
應付股東款項 (480)
其他借貸 (25,000)
可換股債券
－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96,148)
－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24,393)    

負債總額 (302,871)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2,465 859 3,324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915    

4,239    

資本開支 1,832 1,977 3,809
未分配資本開支 –    

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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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6,989 2,734 9,723    

經營虧損 (9,760) (6,656) (16,416)    

未分配公司開支，淨額 (31,18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2,690)
融資收入 8,909
融資成本 (3,643)    

除稅前虧損 (45,021)    

分部資產 82,983 8,501 91,484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13
無形資產 3,09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40,048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36,7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774
衍生金融工具 1,77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093    

資產總值 285,507    

分部負債 (9,304) (719) (10,0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605)
應付股東款項 (480)
應付董事款項 (1,896)
可換股債券 (107,626)    

負債總額 (126,63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11 194 505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1,134    

1,639    

資本開支 19,512 1,849 21,361
未分配資本開支 6,712    

2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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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服務及產品之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銷售安葬權及相關產品 19,876 –

提供葬禮及火化服務 19,470 9,723

管理服務 81 –   

39,427 9,723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主要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二零一二年：無）。

本公司以香港為居駐地。貢獻自香港外界客戶的本集團收入業績為11,77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734,000港

元），而貢獻自中國內地外界客戶的收入總額為27,6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經重列）：6,989,000港元）。

3. 其他收益和其他虧損淨值
本集團呈列於綜合收益表之其他收益和其他虧損分析如下：

(a) 其他收益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租金收入 909 246

雜項收益 886 647   

1,795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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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虧損，淨值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5 –

視作出售一間合營公司之收益 463 –

外匯收益淨額 – 34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1,772) (9,270)   

(11,174) (9,236)   

附註：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包括(i)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虧損為1,18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公平值得益163,000港
元）；及(ii)並非分類為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的可換股債券的公平值虧損為10,58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9,433,000港元）。

4. 融資收入及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收入及成本呈列在綜合收益表，並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利息支付項目：
－應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3,292) (79)

－應於五年後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2,125) –

－可換股債券 (3,553) (3,802)   

融資成本 (8,970) (3,881)

減：對合資格資產資本化之金額 – 238   

融資成本總額 (8,970) (3,643)   

融資收入：
－消除可換股債券產生之收益 – 8,485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0 135

－應收票據之利息收入 365 207

－其他 – 82   

融資收入總額 375 8,909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8,595)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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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即期所得稅 (91) –

遞延所得稅 59,681 (396)   

所得稅抵免╱（開支） 59,590 (396)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產生

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二年：無）。

中國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二零一二年：25%）。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有前期結轉之稅務虧損以抵

銷於中國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二年：由於本集團有前期結轉之稅務虧

損以抵銷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中國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

備）。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適用於按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居駐國家（或司法權區）之法定稅率計算除稅前虧損的稅項開支與按實際

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對賬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 (309,296) (45,021)

按適用於相關國家之溢利之當地稅率計算之稅項 65,741 3,907

毋須繳稅之收入 833 66

不可扣稅開支 (2,975) (863)

其他 124 109

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項虧損 (4,133) (3,615)   

所得稅抵免╱（開支） 59,590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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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本公司藉供股發行505,946,000股新普通股。供股以每股0.1港元作價發售，較現

有股份市值折讓。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30,332) (45,32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517,838 1,324,767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假設已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而以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

有三類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購股權、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可換股票據乃假設已轉換為普通股，而虧

損淨額已調整以扣減利息支出減稅務影響。就購股權及認股權證而言，有關計算乃按附於未行使購股權及

認股權證之認購權之金錢價值來釐定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之全年平均市場股價計算）購入之股份數

目。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可換股

債券及認股權證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具反攤薄影響。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發或建議派發股息，而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二

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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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於抵免及扣除下列各項呈列：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墓園資產使用權 18,988 –

－殯儀用品 6,196 2,833

－墓園資產使用權減值 230,160 –

僱員福利開支 25,985 18,47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239 1,639

核數師酬金 1,450 1,45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虧損 (309) 1,235

非僱員之權益結算之認股權證股份開支 494 1,950

非僱員之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 411

經營租賃項下有關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賃付款 4,812 3,372   

9. 應付貿易賬款
基於發票日期之無息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30日以內 200 165 13
31至60日 88 35 –
61至90日 147 – –
91日至1年 487 – 160
1年以上 210 153 255    

1,132 353 428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本集團採納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

保所有應付款項按期支付。



– 19 –

10.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貸款協議，內容關於最多為50,000,000港元之循環貸

款融資，該貸款按12%之年利率計息，而貸款融資可於貸款協議日期起計兩年內提取。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及經營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在香港管理兩間持牌殯儀服務專門店，以及在中國管理三個墓園、一間殯儀館及

一個火葬場。我們的業務分三個主要管理範疇：墓園管理及營運，殯葬服務及生前契約殯葬籌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之收入增加305.5%至約39,42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723,000港元）。其中，約19,95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的收入來自於中國銷售

墓地服務，而19,4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723,000港元）則來自本年度內在香港提供殯儀服務及

在中國提供火葬服務。收入大幅增長主要由於EIHI之夥伴Forrex (Holding) Inc.（「Forrex」）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向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Grand Creation Investments Limited（「Grand Creation」）作出無條件不可撤回承諾（「承諾」）後，本集團

前共同控制實體Era Investment (Holding) Inc.（「EIHI」）之業績100%全面綜合入賬。

根據承諾，Forrex須將賦予Grand Creation不時由Forrex所享有EIHI之50%股權之全部投票權。就執行有關承諾後，EIHI持

有蘇州陵園75%權益，成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於去年同期，EIHI之50%業績按權益法入賬。除承諾之影響外，收入增加亦

源於年內增加提供香港殯儀服務所致。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毛損（計入墓園資產權利減值額外虧損230,000,000港元）約為

215,91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利6,890,000港元）。倘不計入減值虧損，本集團應錄得溢利約

14,243,000港元，而按此基準計算之整體毛利率為36.12%（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86%）。毛利率下降是

由於本年度從殯葬服務取得的收入更多屬於毛利率相對較低者。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約為

249,706,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的虧損約為45,417,000港元。集團於上年度出現大額虧

損升幅，分別源於墓園資產使用權減值虧損約230,160,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11,193,000港元以及金融

工具公平值虧損約11,772,000港元。該等項目全屬非現金項目。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二零一三年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為14,769,000港元，較上年度之3,296,000港元顯著增加。主要支出來源為相關銷售

及市場推廣員工成本、香港及中國殯葬服務的銷售佣金，以及企業市場推廣活動，例如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長者

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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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市場推廣開支乃為於開展銷售初期推高銷售額，待二零一三年銷售平台設立將近完成後，下一年度會逐步減少相關

投入。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二零一二年的42,848,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三年的60,636,000港元。行政費用主要包括董事酬金、員工成本、

場地開支及其他公司開支。該增長與本集團年內之業務增長一致。

融資收益及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融資收益約為3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909,000港元）。
往年的融資收益涉及可換股債券表現優異產生之收益。二零一三年的融資成本為8,97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3,643,000

港元增加146.23%。融資成本的增幅主要來自其他額外借貸產生的利息開支。該等借貸用作提供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運
資金，其利率偏高，介乎15%至19%。

經營回顧－香港
本集團於本年度積極將業務計劃付諸實踐，推出多項新殯葬服務組合和新穎產品，如仁智永恆晶石及生前契約服務合
約。同時，本集團年內也積極參與展覽會、推廣及投入網絡連繫活動。本集團於年內亦為香港政府海葬服務的唯一供應
商。再者，本集團於香港參與若干展覽會及博覽會，推廣其殯儀及相關產品及服務。其亦於香港舉行的亞洲殯儀博覽會
上勇奪兩個獎項，並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獎」。已制定旨在建立客戶忠誠和認知度的策略及活動，確保
來年會按照計劃推行。本集團亦繼續與區域性非政府組織企業夥伴及行業參與者合作，為有需要的家庭開發創新產品、
分銷網絡和服務。本集團亦投資及配備現代化殯儀服務設施，如嶄新平治靈車、POS及CRM系統，確保提供優質服務。

董事會滿意現時香港殯儀業務的發展，並預期未來數年會因根基穩紮而取得更穩健及豐碩的成果。

經營回顧－中國
本集團主要經營的墓園資產為蘇州名流，其由EIHI持有，而EIHI於二零一三年年初成為本集團擁有50%權益的附屬公司。

自二零一三年年初起，蘇州名流已實施積極進取的市場推廣和銷售計劃，以推動銷售增長。年內管理層亦在蘇州和上海

地區主辦展覽會和推廣活動，得以接觸到若干潛在客戶。然而，本集團於持續監察時發現，與二零一三年年初原先制訂

的業務方案比較，收入實際增幅遜於管理層的期望。估計本集團需要花上更長時間，才可建立足以產生更巨額銷售增長

的顧客忠誠及認知度。另外，本年度，受本地市場經濟放緩影響，本地土葬位的平均售價增長亦輕微受壓。管理層於本

年度下半年修訂銷售及營運計劃，末季經營業績已漸見改善。然而，該墓園資產於末季之實際表現仍遜於修訂預算，因

此，須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此無形資產作出226,000,000港元之減值。該虧損屬非現金項目，對本

集團業務及現金流量並無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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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早於二零一二年已計劃設立墓園，由於政府審批程序延遲，懷集的墓園僅能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取得所有相關的批

文，並開始營銷和銷售安葬權。基於此原因，該墓園產生的總體銷售額亦少於二零一三年年初規劃的預算水平，因此已

作出3,900,000港元之減值虧損。

此外，鑑於政府延遲出具批文及有關建造工程的程序被拖長，位於畢節的墓園仍在興建中，預計短期內不會達成任何實

質銷售活動。本集團將密切關注此項目的進展。

回顧上述所有近期發展形勢，本集團預料其墓園資產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進入回報期，而來自該等墓園資產的相關現

金流亦可能較原先於二零一三年年初制定的計劃延遲產生。本集團正考慮適切的措施（包括出售墓園資產及重組業務模

式），密切察看有關發展的影響。此外，本集團將對殯葬業務及墓園營運作出適度的整合和重組，以提升營運效益。

前景
董事會仍然相信，殯儀服務和產品的市場需求具備優厚潛力，其對區內殯葬業的長遠發展前景仍然信心十足。憑藉本集

團過去幾年在殯葬業獲取的經驗及市場知識，本集團已步入行業發展的第二階段。在有關框架下，董事會正致力改進更

具效益之經營模式、精簡營運架構，並可能採納「輕資產模式」以減輕本集團的財政及經營負擔。上述目標將藉本集團善

用其於殯葬行業已確立之科技知識、現有網絡及人力資源實現。我們亦將調配合適資源發展國際業務。此外，為了提供

穩固強大的資本架構，以備於殯葬行業長遠發展，本集團將考慮尋求任何集資或改善現有資本及債務架構方法的合適機

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8,426,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60,000

港元），及本集團總資產約為490,87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5,507,000港元）。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

約為69,475,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398,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其流動負

債）約為2.24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3倍）。董事會得悉本集團於年內持續錄得虧損，導致財務狀況有所倒

退，故其已籌借新借款，以為營運資金撥資。於此情況下，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計算方

法為總計息債務68,490,000港元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35,151,000港元）為194.85%（二零一二年：29.54%），本公司將

考慮適當方法，以改善資產負債比率過高之財務狀況。

投資狀況及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專心研究並發掘具潛質的殯葬相關投資良機，以壯大其投資組合。

所持投資及重大收購與出售
年內，除上文「投資狀況及計劃」所披露的可能收購事項外，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 22 –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125名（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名）僱員（包括董事）。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5,98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479,000港元）。本集團之僱員薪酬組合主要根據僱員個人之表現及經驗，以及行業慣例而釐定，其中包括基本工資及

與表現掛勾花紅。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提供退休金計劃及醫療保險計劃。本公司亦授出購股權予董事及合資格僱員。

本集團抵押資產及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抵押資產，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制定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規定標準之書面指引，其條文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交

易規定標準寬鬆。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均確認，彼等已全面遵守有關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且

並無違規事件。

企業管治
本公司確信企業管治是為股東增值之必要及重要元素之一，而本公司亦努力達致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保障及提升全體

股東利益，同時提高企業價值和本公司之問責性。

除下文所述未有遵守守則條文A.2.1之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

未能遵守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徐秉辰先生現時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位為本公司提供強勢

而貫徹之領導，可有效地策劃及推行業務決定及策略。

本公司將不時檢討本集團之企業管治架構之成效，並考慮是否有必要作出任何修改，包括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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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全面負責本公司之領導及監控，指導及監察本公司之事務，並且對本公司之成功承擔集體責任。董事會專責整體

之企業策略和政策，尤其著重本公司之財務表現。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該等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5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

所有董事均可全面及適時地取得一切相關資料以及公司秘書之意見與服務，以確保董事會程序、所有適用法例及規例均

已遵行。各董事一般可於適當情況下，經向董事會提出要求後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有關開支由本公司承擔。

董事會與管理層有明顯之分工。董事會將日常營運交由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負責，並且定期檢討有關安排。

管理人員對重大事宜作出決定或代表本公司作出承擔之前，須向董事會申請及徵求批准。董事會之成員兼備各種技巧及

經驗，配合本公司業務所需。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且制定具體之職權範圍，說明董事會授權之職責。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偉民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羅宜敏先生及蕭喜臨先生組成，彼等均具備足夠之會計及財務管理

專業知識，亦有法律及營商經驗足以履行職責，彼等之前並非本公司外界核數師之合夥人。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亦已修訂，基本上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相同。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團之財務監控、內部管制及風險管理系統，檢討及監察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完善，審

閱年度、中期及季度綜合財務報表及報告然後提交董事會，亦考慮及提議本公司外界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撤職。

審核委員會與外界核數師及本集團管理人員舉行會議，以確保審核工作發現之問題獲得恰當處理。審核委員會已獲得授

權，當有需要時可徵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年度、中期及季度業績，認同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符合

香港普遍採用之會計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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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於聯交所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及本公司網站

www.sig.hk刊載。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代表董事會
仁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徐秉辰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兩名執行董事為徐秉辰先生（主席）及郭君雄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偉民先生、羅宜
敏先生及蕭喜臨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最少7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sig.hk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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