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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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99）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上年
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35,320 167,718

銷貨成本  (81,557) (98,883)
   

毛利  53,763 68,835

其他收入 4 1,562 5,718

其他收益 5 5,307 23,185

分銷及銷售費用  (40,159) (47,895)

行政開支  (41,509) (31,747)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損失 12 (20,502) –

其他開支 6 (7,670) (27,049)

融資成本  (21,135) (10,077)
   

除稅前虧損 7 (70,343) (19,030)

稅項 8 63 (2,094)
   

本年度虧損  (70,280) (21,12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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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39 57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1,439 571
   

本年度總全面開支  (68,841) (20,55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  (70,280) (21,12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總全面開支  (68,841) (20,553)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4.24)港仙 (1.5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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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6,610 117,232

 預付租賃款項  5,986 6,185

 無形資產  27 65

 採礦權  260,015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4,984 10,028
   

  397,622 133,510
   

流動資產
 存貨  23,844 25,592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61,512 64,3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38,069 241,093

 經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577 215

 已抵押銀行存款  6,826 11,33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953 23,958
   

  296,781 366,54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55,358 15,17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1,185 16,546

 應付稅款  – 2,432

 應付股東款項  3,000 –

 銀行貸款  72,810 109,070

 承兌票據 12 93,956 –
   

  246,309 143,227
   

流動資產淨值  50,472 223,3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48,094 35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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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1,530 70,572

 儲備  336,723 280,98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38,253 351,554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841 5,272
   

  448,094 35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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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新及修訂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造房地產之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外國業務之淨投資
 －詮釋第16號 進行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18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提出多項術語的修改（包括修改財務報表之標
題）以及更改財務報表之格式及內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是一披露準則可導致分類資料之呈列改變（詳情見附註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要求有關流動性風險作出額外披
露。本集團利用修訂本的過渡條文，因而沒有根據擴大後的要求而呈列比較資料。

除以上所述外，所採用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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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
  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2009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20108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人士披露6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分類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附加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於可比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
  之有限豁免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並以股支付之交易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對界定福利資產及最低資金
 －詮釋第14號（修訂）  要求之限額，和兩者相互作用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5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和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適用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和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適用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或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業務合併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有權
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自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及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
認及計量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來說，(i)根據業務模式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及(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合約
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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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的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
賃」中有關租賃土地分類之規定已作出修訂。有關修訂將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及可
提早應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之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於綜
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有關修訂已刪除此規定。代之，有關修訂規定租賃土
地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一般原則（即根據出租人或承租人所涉及租賃資產擁有
權附帶之風險及回報程度）進行分類。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租賃
土地之分類及計量。

各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
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為披露準則，要求以首席營運決策者在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其表現上而定期審
閱之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營業分部之基準。反觀過往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則要求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以識別兩組分部（業務分部及地區分
部）。過去，本集團之主要報告分類為營業分類。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在中國從事生產及銷售藥品之一項業務分類。單一
管理隊伍向全權管理全部業務之主要營運決策者滙報。因此，本集團並無獨立之可報告分類。

於本年度，分類資料以兩分類呈列。

生產及銷售藥品營運方面，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視藥品銷售收入之表現。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8號之分類報告，此營運之財務已資料累計至名為「生產及銷售藥品」之單一營運
分類中。

鐵礦勘探及開採營運方面，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視蒙古鐵礦之表現。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之分類報告，此營運之財務資料已累計至名為「鐵礦勘探及開採營運」之單一營運
分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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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營業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生產及 鐵礦勘探
 銷售藥品 及開採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135,320 – 135,320
   

總收入 135,320 – 135,320
   

分類業績 (12,392) (4,884) (17,276)
   

其他收入   1,562
其他收益   4,945
其他開支   (7,670)
經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之公平值變動   362
中央行政成本   (10,629)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20,502)
融資成本   (21,135)
   

除稅前虧損   (70,343)
稅項   63
   

年度虧損   (70,280)
   

以上報告之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年內並無分類間之銷售（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分類業績指各個分類之虧損，但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其他開支經損益按公平值入賬
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中央行政成本，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融資成本及稅項。此
乃計量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滙報，旨在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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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生產及 鐵礦勘探
 銷售藥品 及開採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69,162 261,481 530,643
 未分配企業資產   163,760
   

綜合總資產   694,403
   

負債
 分類負債 (155,643) (94,936) (250,579)
 未分配企業負債   (5,571)
   

綜合總負債   (256,150)
   

為分類表現評估及分類之間資源分配之目的，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監察應佔每一可報告
分類之業績、資產及負債，以下述為基準：

所有資產均分配於可報告分類，除未分配企業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控股
公司動用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投資控股公司應收之其他應收賬款）外。

所有負債均分配於可報告分類，除未分配企業負債（主要包括投資控股公司其他應付賬款及
應計費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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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類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生產及 鐵礦勘探及 其他
 銷售藥品 開採營運 企業實體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添物業、廠房及設備 38,573 119 15 38,70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162 82 294 18,538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19 – – 219
無形資產攤銷 39 – – 39
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7,670 – – 7,670
    

地理資料

本集團在三個主要地區經營－中國、香港及蒙古。

截至二零零九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由中國產生。

本集團以地理位置區分之非流動資產資料詳情如下：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37,238 133,460

香港 36 50

蒙古 260,348 –
  

 397,622 133,510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藥品銷售之收益約135,32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167,718,000港元），包括來自本集團
主要客戶約67,594,000港元之銷售收益（二零零九年：約70,665,000港元）。

3. 收入
收入乃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對客戶銷售醫藥產品扣除增值稅及
其他銷售稅及退貨後之發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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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39 763

其他應收賬款利息收入 843 4,913
  

 1,382 5,676
  

租金收入 11 –

股息收入 38 41

其他收入 131 1
  

 1,562 5,718
  

5. 其他收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免付貿易應付賬款 – 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6,094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4,782 1,596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入賬之財務資產變動 362 –

匯兌收益 – 5,224

其他 163 257
  

 5,307 23,185
  

6. 其他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 19,055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備 7,670 7,994
  

 7,670 2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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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548 5,243

其他員工成本 17,058 18,808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977 2,174
  

薪酬總額 20,583 26,2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538 24,233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內） 39 41
  

折舊及攤銷總額 18,577 24,274
  

核數師酬金 380 380

預付租賃賬款攤銷 219 298

經營租約下之最低租金 868 1,117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3,585 90,836

存貨之撇減 351 315

經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362) 281
  

8. 稅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935)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回 759 –

於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之不足撥備 (696) (159)
  

本年度稅項計入╱（支出） 63 (2,094)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之業務於年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收入條例草案2008」，並把企業利得稅由17.5%

下調至16.5%，於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生效。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之附屬公司乃根據中國企業所得得
稅率25%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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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約70,28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1,124,000港
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1,658,138,289股（二零零九年：1,411,440,590

股）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和每股基本盈利
相同，故本年度並無攤薄事項。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73,798 76,298

減：累計減值 (19,141) (14,334)
  

 54,657 61,964

貼現票據╱附追索權之背書票據 6,855 2,383
  

 61,512 64,347
  

客戶主要按信貸期付款。除若干信用良好之客戶外，一般須自發票發出後之90日至180日內結
算發票。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及貼現票據╱附追索權之背書票
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39,498 39,722

91至180日 11,677 15,629

181至365日 4,121 8,054

1至2年 6,216 942
  

 61,512 64,347
  

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準客戶之信貸質素，並釐定客戶之信貸限額。客戶獲給予
之限額及信貸質素會定期檢討。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約83%（二零零九
年：86%）尚未逾期或減值，並根據往績記錄，視為具有滿意之信貸質素。

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結餘包括總賬面值為約10,33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996,000港元）、
於報告日期已逾期及本集團尚未就減值虧損撥備之貿易應收賬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
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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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81至365日 4,121 8,054

1至2年 6,216 942
  

 10,337 8,996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備變動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之結餘 14,334 8,089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7,670 7,994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4,782) (1,596)

匯兌調整 1,919 (153)
  

於年末之結餘 19,141 14,334
  

確定貿易應收款項之可收回性時，本集團會考慮自授予信貸當日起計至報告期末內貿易應收
款項之任何信貸質素變動。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備包括處於清盤階段或嚴重財務困難之
所有個別已減值貿易應收賬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收回於上年度作減值之應收賬款約4,782,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1,596,000港元）。

已減值貿易應收賬款賬齡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81至365日 7,670 3,372

1至2年 11,471 10,962
  

 19,141 1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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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21,228 15,179

應付票據 34,130 –
  

 55,358 15,179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3,799 10,085

91至180日 2,898 1,266

181至365日 3,092 2,519

超過365日 1,439 1,309
  

 21,228 15,179
  

購貨平均信貸期為三個月內（二零零九年：三個月）。

應付票據由若干銀行存款擔保。

12. 承兌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本集團發行自發行日期起計15個月當日到期且須悉數償還之本金總
額為23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承兌票據乃為收購天盛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天盛」）之全部
權益而發行，且為零息。（請參閱附註13）。實際利率為17%。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

承兌票據之公平值（附註i） 189,015

支出利息 14,439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 (109,498)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93,956
 

附註：

(i) 已發行承兌票據之公平值乃根據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
限公司於有關收購完成日期進行之估值而達致。該估值乃經參考收入談途徑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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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與發行承兌票據有關之條款，本集團有權提早贖回承兌票據。本集團在於特定贖
回日期前不少於七日向該等票據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之情況下（倘確定持有人之地址
並發出有關通知），可於承兌票據到期日前任何時間贖回承兌票據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尚
未償還本金額。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已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二零零九
年七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償還本金金額10,000,000港元、70,000,000港元及
50,000,000港元。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損失為本金金額130,000,000港元及其於贖回日賬面值約109,498,000港元
之差額。

13.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採礦權及其他資產以及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本集團簽訂有條件
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以收購天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天盛之主要資產為一間蒙古附屬公司
Khuderbold LLC（「Khuderbold 」）（統稱為「天盛集團」），其主要在蒙古從事鐵礦開採業務，代
價為300,000,000港元（「收購協議」）。收購代價將以(i)現金70,000,000港元及(ii)由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向Boa Fung Investments Limited發行票值23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支付。該收
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完成。

天盛及Khuderbold自註冊起，並無進行任何重大商業交易。由於本公司主要通過該收購以收
購採礦權，董事認為該收購並無構成一項收購業務。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
合併，該收購並無披露為業務合併。該收購被視作一項資產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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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易中購入之相關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如下：

 千港元

已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6

採礦權 260,0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2

現金及銀行結餘 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401)

應付前股東之款項 (66,100)
 

資產淨額公平值 192,915

承擔應付前股東款項 66,100
 

 259,015
 

支付：

現金 70,000

按公平值之承兌票據（附註12） 189,015
 

 259,015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70,000)

所收購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3
 

 (69,997)
 

1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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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本集團來自其主要業務藥品營運之營業
額約135,32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67,718,000港元），與去年比較下跌約19.31%。
相同地，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毛利減少至53,763,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68,835,000港元），毛利率與去年比較輕微下降至40%（二零零九
年：41%）。

於財政年度裏，銷售及分銷成本約40,15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47,895,000港
元）；行政開支約41,50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31,747,000港元）；總財務成本
約21,13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0,077,000港元），主要包括承兌票據估算利息
14,43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及借款利息6,6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0,077,000

港元）。

結果，本集團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70,28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21,124,000港元）。本年內，虧損增加約49,156,000港元主要歸因於大輸液業務毛利
的下跌15,072,000港元；贖回承兌票據虧損20,502,000港元及承兌票據估算利息支
出。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4.24港仙（二零零
九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1.5港仙）。

分類分析

藥品營運

由於藥品銷量下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來自藥品營
運業務收入約135,320,000港元，與去年約167,718,000港元比較，減少約19.31%。

因此，本財政年度該分類業績錄得12,392,000港元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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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藥品營運之營運環境充滿挑戰。銷售額下降主要因為(i)本集團之競爭
對手大幅削價促銷；(ii)本集團重組其於中國之生產廠房（現有之廠房需要潔淨部份
設施）。此等工作導致本集團之產品生產量呈現短暫下跌。

展望下年度，難望大輸液之經營環境得到改善及其利潤率可顯著回升。可以說，來
年廠房之生產力將可以提昇，原因是二零零九年生產廠房經過重組以及預期新生
產線將可在二零一零年末開始投產。故此，管理層有信心在未來一年加強大輸液
業務之財務業績。

鐵礦之營運

鑑於新興國家經濟急速增長令到鋼鐵需求高，這會成為鐵礦工業擴充產能的主要
動力，尤其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工業化及城市化步伐加快，長遠來說對天然資源
將有持續性的需求。

鐵礦開採和生產工業仍由少數世界級採礦巨擘所壟斷，其營運之歷史悠久，經驗
豐富，及有較大之議價能力。雖然業內競爭劇烈，董事相信細小及經驗較淺之採礦
公司相對大型生產商來說仍有一些優勢。透過加強營運及管理效率，改善服務及
產品質素，在市場失衡時反應迅速，較小的市場參與者仍有利可圖。

基於上文所述，本公司主動於新興工業中物色有助本集團擴闊收益來源之新商機。
董事認為，將業務多元化發展至具有高增長潛力之新範疇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之最佳利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本集團
訂立一份有條件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以收購天盛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天盛」）。天盛之主要資產乃於蒙古附屬公司Khuderbold LLC（其主要業務為
於蒙古之鐵礦開採業務）之全部股權。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完成。

自從收購事項完成後，蒙古附屬公司經已在採礦工地內進行鑽探、取樣本及測試
等步驟。勘探活動經已在礦區進行，但現階段並未開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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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地，截至二零一零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天盛集團錄得約4,884,000港元之虧
損。虧損主要包括行政及勘探開支，管理層已建立工作團隊以加速鐵礦山之勘探
及策劃工作及識別市場之商機。

董事認為分散業務於高增長潛力之領域將會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有最佳利益。董事
因此相信收購給予本集團良好機遇分散其業務於前景秀麗之天然資源礦業。

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及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本集團
分別簽訂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統稱「收購協議」）收購天盛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天
盛」）所有已發行之全部股權，代價為300,000,000港元。天盛之主要資產為一蒙古
附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於蒙古之鐵礦開採業務。根據收購協議，代價將以(i)現金
70,000,000港元及(ii)由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向Boa Fung Investments 

Limited發行票值23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通函。有關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完成。

建議收購

根據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之公佈，本公司收購印尼之鐵礦開採專利權。此收購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構成本公司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關於收購須
予以遵守之有關公佈及股東批准之要求，本公司於實際可行日期儘早刊發。

根據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之公佈，本公司與獨立第三者達成收購協議，在完成
時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目標公司將收購一間中國公司之70%股權，其持
有兩項採礦專利權及開採中國河北省兩個鐵礦之權利。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五
月三十一日公佈，本公司，賣方及擔保人達成終止契約終止收購。

除上述披露外，於回顧年度本公司聯營公司或附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



21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694,40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500,053,000港元），分別由流動負債246,30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43,227,000港
元）及長期負債9,84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272,000港元）及股東資金438,253,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351,554,000港元）組成。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約為1.20（二零零九年：2.56），而負債
比率（即總借款及應付股東款項除以股東資金）約為19.54%（二零零九年：32.52%）。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借款總額以人民幣折算，約48%（二
零零九年：42%）借款按浮動利率計息，而結餘則按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分別為約19,872,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約20,826,000港元）之若干物業，約7,05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11,915,000港元）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約6,20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6,404,000

港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6,82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1,338,000港元），作為本
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收購非流動資產所承擔之2,631,000港元，本集團並
無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負債及商業交易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價，而該等貨幣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相對保持穩定。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風
險，故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853名僱員。薪酬待遇
一般參照市場狀況及個人表現而釐定。除強制性公積金及法定退休福利外，本集
團亦提供醫療福利和資助僱員參加各種培訓及持續教育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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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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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中期及全年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本年度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之規定，惟以下除外：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特定任期，惟彼等須按照本公司細則規定每三年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和重選。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全部董事確認，彼
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刊登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內之「最新上市
公司公告」及本公司之網站(www.aplushk.com/clients/0899asiaresources)瀏覽。年報將
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詹劍崙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詹劍崙先生、陳崇煒先生、陳厚光先生、黃景
霖先生、Danny Sun先生及Lee Yang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姚輝明先生、張憲林
先生及謝旭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