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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io Cassava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29）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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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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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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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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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部責
任）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
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而使本公佈或其所
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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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742,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40.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來自提供融資服務之貸款利
息收入1,03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8.1%（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469,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584,000港元的原設備製造商
特許牌照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24.0%（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7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套裝軟件銷售額為1,123,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31.3%（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3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運支出合計7,905,000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6.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5,1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342,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為0.21港仙（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0.82港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與上年度之比較數
字載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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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利息收入  518 1,319 1,035 2,469

 －其他收入  822 931 1,707 2,105

  1,340 2,250 2,742 4,574

銷售成本  (30) (36) (60) (71)
     

毛利  1,310 2,214 2,682 4,503

其他收益 4 30 1 40 1

銷售及分銷費用  (316) (293) (643) (634)

研究及開發費用  (356) (735) (707) (1,407)

一般及行政費用  (3,463) (2,699) (6,555) (5,407)

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17,398)
     

除稅前虧損 5 (2,795) (1,512) (5,183) (20,342)

所得稅費用 6 – – – –
     

期內虧損  (2,795) (1,512) (5,183) (20,342)
     

期內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0.11) (0.06) (0.21) (0.82)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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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2,795) (1,512) (5,183) (20,34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所得稅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8) 3 (8)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803) (1,509) (5,191) (20,3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2,803) (1,509) (5,191) (2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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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33 39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非流動部分 11 1,463 6,000
遞延稅項資產  289 289
商譽  609 609
   

  2,694 7,290
   

流動資產
存貨 10 38 3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02 10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1,096 13,07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623 22,693
   

  34,859 35,91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075 2,639
所得稅負債  349 547
應付董事款項  1,371 1,066
   

  3,795 4,252
   

流動資產淨值  31,064 31,659
   

資產淨值  33,758 38,94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24,822 24,822
儲備  8,936 14,1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758 3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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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購股權 資本贖回 認股權證 重組 外幣換算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小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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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4,809 162,957 50,286 37 – 3,000 (143) (200,612) 15,525 40,334
期內虧損，即期內全面
 開支總額 – – – – – – – (20,342) (20,342) (20,342)
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附註a） – – 17,398 – – – – – 17,398 17,398
配發新認股權證（附註b） – – – – 7,443 – – – 7,443 7,443
發行認股權證應佔之交易
 費用（附註b） – – – – (491) – – – (491) (49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4,809 162,957 67,684 37 6,952 3,000 (143) (220,954) 19,533 44,34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4,822 163,243 65,784 37 6,952 3,000 (146) (224,743) 14,127 38,949
期內虧損 – – – – – – – (5,183) (5,183) (5,18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 (8) – (8) (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4,822 163,243 65,784 37 6,952 3,000 (154) (229,926) 8,936 33,758
          

附註：

(a) 因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所授出之購股權，導致確認以股份支付款項之支出。購股權
儲備指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之授出日期公平值部份。

(b) 認股權證儲備指配發496,180,000份認股權證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完成後之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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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9,064) (5,201)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2 (13)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 6,95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 (9,062) 1,73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693 15,425

匯率變動之影響 (8)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623 1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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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電腦軟件
及嵌入系統開發、軟件及系統銷售及授權、生物科技及再生能源發展及提供融資服務。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運狀況並無重大變動。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與其營運有關之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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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法5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5

 第38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農業：生產性植物5

 第41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5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6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4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資產出售
 第28號之修訂  或注資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5

 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
 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主動性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3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有效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有限的例外情況除外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生效時採納彼等。本集團已開始
評估對本集團之影響，惟尚未可陳述此等是否將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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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i. 收入

收益指產生自銷售貨品予客戶、特許牌照收入及提供融資服務所產生利息收入之已收
及應收金額。

本集團收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主要產品
及服務所作出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軟件及嵌入系統 531 691 1,123 1,634

特許牌照收入 291 240 584 471

利息收入 518 1,319 1,035 2,469
    

 1,340 2,250 2,742 4,574
    

ii.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乃根據向本公司董事會（其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就分類資源分配及其表現評估而報告之資料而釐定。

本集團之可申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a) 銷售及特許經營軟件及嵌入系統

(b) 發展生物科技再生能源

(c) 提供融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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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申報
及經營分部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及特許 發展生物科技
 經營軟件及嵌入系統 再生能源 提供融資服務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1,707 2,105 – – 1,035 2,469 2,742 4,574
        

業績
分部業績 (34) 373 – (764) (35) 1,694 (69) 1,303
      

利息收入       2 1

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17,398)

未分配開支       (5,116) (4,248)
        

除稅前虧損       (5,183) (20,342)
        

上文所呈報之收益指自外部客戶所產生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或產生之溢利或虧損，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利息收入
及與相關分部並無直接關連之其他項目）。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
分部表現評估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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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
報告及經營分部作出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及特許 發展生物科技
 經營軟件及嵌入系統 再生能源 提供融資服務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239 2,064 – 1,436 32,067 31,267 34,306 34,767

未分配資產       3,247 12,180
        

綜合資產總值       37,553 46,947
        

分部負債 (1,301) (1,374) – (187) (483) (147) (1,784) (1,708)

未分配負債       (2,011) (897)
        

綜合負債總額       (3,795) (2,605)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除總辦事處資產（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可申報及經營分部。

• 除總辦事處負債（包括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及所得稅負債）外，所有負債分
配至可申報及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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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 1 2 1

壞賬收回 24 – 29 –

其他 5 – 9 –
    

 30 1 40 1
    

5. 除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於
 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9 36 59 71
    

6.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香港營運並無
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此兩個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故此並無就所屬司法權區之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主要來自於本集團附屬公司未動用稅項虧損約5,650,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77,000港元）；該等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未來溢利。
然而，由於該等附屬公司於幾年內一直錄得虧損及認為未來不可能有可動用稅項虧損之應課
稅溢利，因此並無遞延稅項資產已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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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六個月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分別為2,795,000港元及5,1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分別為1,512,000港元及20,342,000港元）及期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2,482,150,000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2,480,900,000

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4,000港元）。

10.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 18 12
製成品 20 26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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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i) 269 440
減：撥備  – –
   

  269 440
   

應收貸款及利息 (ii)
 －個人貸款  164 7,294
 －按揭貸款  23,728 12,569
  23,892 19,863
減：撥備  (2,280) (1,931)
   

  21,612 17,932
   

預付款項  163 232
按金  473 432
其他應收賬款  42 42
   

  678 706
   

  22,559 19,078
   

就報告而言，分析為：
 流動資產  21,096 13,078
 非流動資產  1,463 6,000
   

  22,559 1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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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平均賒賬期為0-30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
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60 313

31至90日 109 127
  

 269 440
  

ii. 應收貸款及利息

應收客戶貸款按固定利率介乎每月1.42%至2.5%，並須根據貸款協議償還。

應收客戶之此等貸款（包括應收利息）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之到期概況（按彼等之合約
到期日餘下期間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下 1,849 8,922

三個月以上但一年以下 18,300 3,010

一年以上但三年以下 – 6,000

三年以上 1,463 –
  

 21,612 1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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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法定：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2,482,150 2,480,900 24,822 24,809

    

13. 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不少於六名認股權證認購人訂立有條件認股權證認購協
議，內容有關認股權證認購人以認股權證發行價每份認股權證0.015港元認購合共496,180,000

份認股權證，該等認股權證賦予權利認購最多496,18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初步認購價為
每股新股份0.16港元，由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為期兩年。認股權證認購事項於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完成。合共496,180,000份認股權證可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兩年（包括首尾兩日）內行使，並已發行予認股權證認購人。

下表披露本公司於期內已發行之認股權證詳情：

 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22/5/2014 0.16 22/5/2014至 496,180,000 – – – 496,180,000

   21/5/201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尚未行使之496,180,000份認股權證。悉數行使該等認股
權證後在本公司目前的資本架構下將導致發行496,18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額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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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僱員股份報酬
購股權於行使期間開始時歸屬，而行使期間由董事於授出日期予以釐定。

所有僱員股份報酬將以股本支付。本集團並無法律或推定責任購回或結算購股權。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行使價
 數目 港元  數目 港元

可行使期間：
於一月一日
29/5/2007至28/5/2017 172,190,000 0.450 181,190,000 0.450

21/9/2011至20/9/2021 189,500,000 0.172 190,750,000 0.172

10/1/2014至9/1/2024 245,890,000 0.147 – 
   

 607,580,000  371,940,000
   

於該等期間授出
10/1/2014至9/1/2024 –  248,090,000 0.147

   

於該等期間失效
29/5/2007至28/5/2017 –  (4,000,000) 0.450

21/9/2011至20/9/2021 –  (750,000) 0.172
   

 –  (4,750,000)
   

於六月三十日
29/5/2007至28/5/2017 172,190,000 0.450 177,190,000 0.450

21/9/2011至20/9/2021 189,500,000 0.172 190,000,000 0.172

10/1/2014至9/1/2024 245,890,000 0.147 248,090,000 0.147
   

 607,580,000  615,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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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間內隨時予以行使，惟購股權須已歸屬。所有購股權均於行使期間開始
時已歸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約為17,398,000港元，並已計入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內。

來自顧問服務之公平值乃參考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間接釐定，乃由於所收取服務之公平值
不能由本公司可靠地估計。

15.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b) 經營租約之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下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承擔到期
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92 790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19 402
  

 2,511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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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並無任何附息債項。本集團依靠內部資源、配售新股及發行認股權證之所
得款項淨額作為資金來源。本集團將大部份之現金以港元存入銀行賬戶及短期存
款，以作為本集團之營運資金。本集團以人民幣存入其於中國附屬公司銀行賬戶
之最低資金款項，以作為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信貸融資及尚未償還借款（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之資產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抵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債項（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債項與權益總額計算之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為零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訂貨簿

由於本集團業務之性質，本集團並無存置訂貨簿。

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作出重大投資（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無）。

收購、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或聯屬公司（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37名職員（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8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300,000
港元，相比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約為4,800,000港元。

本集團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其僱員之酬金。除了一般
酬金外，經參考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後，合資格職員可能獲授酌情花紅
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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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雖然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新的業務機會，並將其業務多元化至新業務分部，以此產
生新的收益及溢利來源，然而本集團現時並無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任何承擔或
未來計劃。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的詳情已在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下之附註3呈列，並於「業務回顧
及前景」進一步詳述。

對沖政策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匯率或利率波動風險。因此，目前並無採取任何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綜合營業額為
2,7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0.1%。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5,1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342,000港元）。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74.5%乃由於去年同期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
付之款項17,398,000港元所致。除去該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款項，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較去年同期增加76.1%。每股虧
損為0.21港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0.82港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來自提供融資服務之貸款利息
收入1,03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8.1%（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469,000港元）。利息收入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批授之
貸款減少所致。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應收貸款及利息之平均結餘為
11,4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79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584,000港元的原設備製造商特許
牌照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24.0%（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1,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套裝軟件銷售額為1,123,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31.3%（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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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運支出合計7,905,000港元，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6.1%。

儘管本集團之財務表現不在管理層預期之內，但是管理層仍然非常有信心下半年
業績將會扭虧為盈。軟件及嵌入系統之銷售及特許之業績將受惠於新Windows操作
系統的推出。其他宣傳活動將會得到安排，並獲本集團營銷團隊之支持。此外，管
理層將繼續向提供融資服務提供支持及推廣機會。

現時，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任何承擔或未來計劃。

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不少於六名獨立認股權證認購人訂立認股權證認
購協議，內容有關由認股權證認購人按每份認股權證0.015港元之認股權證發行價
認購合共496,18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於悉數行使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時，
本公司將按每股新股0.16港元之認購價發行及配發本公司股本中最多496,180,000股
每股0.01港元之新普通股。認股權證認購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完成。於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之兩年內可
行使之合共496,18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已發行予認股權證認購人。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認股權證獲行使。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以下董事於購股權之權益之外，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
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或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定義彼等被認為或被視作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iii)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董
事證券買賣的所需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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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合共有14,300,000份授予本公司董事之購股權尚
未行使，詳情概述於下表：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每股 概約股權
董事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行使期間 行使價 百分比

關健聰 29/5/2007 4,000,000 – – – 4,000,000 29/5/2007至 0.450港元 0.26%
       28/5/2017

 21/9/2011 1,250,000 – – – 1,250,000 21/9/2011至 0.172港元
       20/9/2021

 10/1/2014 1,200,000 – – – 1,2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9/1/2024

余華國 10/1/2014 1,200,000 – – – 1,2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0.05%
       9/1/2024

潘汝強 10/1/2014 1,200,000 – – – 1,2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0.05%
       9/1/2024

洪清峰 10/1/2014 1,200,000 – – – 1,2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0.05%
       9/1/2024

梁立人 29/5/2007 2,000,000 – – – 2,000,000 29/5/2007至 0.450港元 0.13%
       28/5/2017

 21/9/2011 250,000 – – – 250,000 21/9/2011至 0.172港元
       20/9/2021

 10/1/2014 1,000,000 – – – 1,0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9/1/2024

周永東 10/1/2014 1,000,000 – – – 1,0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0.04%
       9/1/2024
      

總計  14,300,000 – – – 14,300,000
      

附註：

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起計為期十年，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惟購股權須已
歸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購股權均已歸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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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股東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
而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於同日終
止。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已授出可認購最高合共
607,58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之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詳
情如下：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董事 29/5/2007 6,000,000 – – – 6,000,000 29/5/2007至 0.450港元
       28/5/2017

 21/9/2011 1,500,000 – – – 1,500,000 21/9/2011至 0.172港元
       20/9/2021

 10/1/2014 6,800,000 – – – 6,8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9/1/2024
僱員（董事除外） 29/5/2007 3,000,000 – – – 3,000,000 29/5/2007至 0.450港元
       28/5/2017

 21/9/2011 1,375,000 – – – 1,375,000 21/9/2011至 0.172港元
       20/9/2021

 10/1/2014 2,000,000 – – – 2,00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9/1/2024

顧問 29/5/2007 163,190,000 – – – 163,190,000 29/5/2007至 0.450港元
       28/5/2017

 21/9/2011 186,625,000 – – – 186,625,000 21/9/2011至 0.172港元
       20/9/2021

 10/1/2014 237,090,000 – – – 237,090,000 10/1/2014至 0.147港元
       9/1/2024
      

總計  607,580,000 – – – 607,580,000
      

附註：

(i) 購股權之行使期自授出首日起開始，為期十年。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間隨時行使，惟購股權
須已歸屬。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購股權均已歸屬。



25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
所載，下列有關人士（於上表披露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本公司之股份
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須記於登記冊），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5%或以上，並可於本集團之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於任何情況下擁
有投票權之權益：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股量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永威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524,622,500 21.14%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524,622,500 21.14%

附註：

由於永威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為文化傳信投資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文化傳信投資有限公司是
Culturecom Holdings (BVI)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 Culturecom Holdings (BVI) Limited是文化傳信集
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文化傳信投資有限公司、Culturecom Holdings (BVI) Limited及文化傳
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永威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之控股權益(100%)，故每一公司被視為擁有524,622,500

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
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並可於本集團之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任何情況下擁有投票權之權益。

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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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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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買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證券買賣之規定準
則的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亦已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而本公司並不知悉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內有任何違反交
易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企業管治。維持良好及穩固的企業管治框架將使本公司務
必按股東之最佳利益營運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回顧
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守則中第C.3.3條守
則條文）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周永東先生、高偉倫先生及謝安建先生組
成。周永東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
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並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乃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充
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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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批准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關健聰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關健聰先生、余華國先生、潘汝強先生及
洪清峰先生；非執行董事梁立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高偉倫先生及
謝安建先生組成。

本公佈將由其登載日期起最少連續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內之
「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bio-cassava.com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