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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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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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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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VON	GROUP	LIMITED
正峰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
中期業績公佈

正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由審
核委員會審閱），連同二零零九年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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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 48,416		 �0,���
銷售成本  (42,620	)	 (��,0�� )    

毛利  5,796		 �,���
其他收入  997		 �,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38	)	 (�,�0�)
行政開支  (21,564	)	 (��,���)
可換股票據內含兌換權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 �� 18,302		 (�,��� )
融資成本 � (14,786	)	 (��,��� )    

期間虧損 � (13,293	)	 (��,��� )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匯兌差額  1,594		 (��� )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1,699	)	 (��,��� )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265	)	 (��,��� )
 非控制權益  (28	)	 –    

  (13,293	)	 (��,��� )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671	)	 (��,��� )
 非控制權益  (28	)	 –    

  (11,699	)	 (��,��� )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0.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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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92,871		 ��,���
 預付租賃款項  24,322		 ��,���
 無形資產  4,911		 �,��0    
  122,104		 ���,���    
流動資產
 存貨  16,823		 ��,���
 持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 300,265		 ���,���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 41,368		 ��,0��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已付按金 �0 206,327	 –
 預付租賃款項  717		 ���
 已抵押銀行存款  5,448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5,634		 ��,���    
  686,582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 62,767		 ��,���
 按金及應計費用  5,039		 �,���
 來自關連公司之貸款  39,046		 ��,���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 5,731	 –
 銀行及其他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 128,381		 ��,���
 可換股票據內含兌換權 �� –		 ��,�0�
 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 �� 202,263		 ���,���    
  443,227		 ���,���    
流動資產淨值  243,355		 �,���    
  365,459		 ��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168,991		 ���,���
 儲備  (70,560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98,431		 �0�,���
非控制權益  72,186		 –    
總股權  170,617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2,903		 ��,���
 銀行及其他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 171,939		 –    

  194,842		 ��,���    

  365,45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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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就編製正峰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旺城國際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作為改進 

 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支付之股份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譯第��號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於收購日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對獲得一家附屬公司之控制後
或失去一家附屬公司之控制後之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
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之要求而應用。

由於本期間並無任何交易導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
修訂）之應用，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其
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重大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會計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
何影響。

本集團於未來期間之業績可能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重大修訂於未來交易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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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仍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 
 對比較數字之有限度額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提撥要求的預付�

 －詮釋第��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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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進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自二零一三年一月
一日起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圍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特別是就(i)以業務模式持有以收取合
約現金流為目的之債務投資，及(ii)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擁有合約現金流
之債務投資，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按公平值計量。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不會有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經營分部須按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人就分配資源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定期審閱之內
部報告對本集團之組成部分作出識別概述如下：

(a) 製造及貿易申動工具、氧動工具、手動工具及其他產品（「製造及貿易」）；及

(b) 物業發展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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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經營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貿易	 物業發展及	
	 歐洲		 美國		 其他國家		 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外部 13,460		 32,529		 2,427		 –		 48,416         

業績
分類溢利 1,455		 4,049		 292		 (2,776	)	 3,020        

未分配企業收入         20,726
未分配企業開支         (22,253	)
融資成本        	 (14,786	)	 		 		 		 		

期間虧損        	 (13,293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貿易 物業發展及 
 歐洲  美國  其他國家  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外部 ��,��0  �0,���  ��,���  –  �0,���         

業績
分類溢利 �,���  �,���  ���  –  �,���        

未分配企業收入         �,���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融資成本         (��,��� )         

期間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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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關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 5,093		 �,�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0��
 可換股票據之估計利息開支 13,489		 ��,���    

 18,582		 ��,���
減：持作銷售在建物業之利息撥充資本（附註�） (3,796	)	 –    

 14,786		 ��,���    

5.	 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33	 �,���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359	 ��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於銷售成本） 1,482	 �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42,620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31	) –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份
�,���,��0,000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數目已就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
十九日完成之公開發售作出調整。

由於行使潛在股份將減少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
故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轉換
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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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較兩個期間股份平均市價為高，故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

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000港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總值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已就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作出抵押。

8.	 持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該金額指一幅土地將於完成後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用作發展持作出售之住宅物業。其位於中
國內地（「中國」），並以長期約持有。建設工程預計將於二零一一年底前完成。

9.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0至��0日。此外，對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且還款記錄
良好之客戶，本集團或會提供更長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日內 8,344		 �,���
��至�0日 12,885		 �,���
��至�0日 1,920		 �,���
��至��0日 26		 ���
超過��0日 63		 ���    

 23,238		 ��,���
其他應收賬款 3,406		 �,���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724		 ��,���    

 41,3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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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已付按金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上海顓峰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上海顓
峰」）以代價人民幣���,��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以公開拍賣形式成功投得一幅
土地（「江蘇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並於同日與中國海安縣國土資源局訂立確認函。為數
�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00,000元）之按金已就此支付。該幅土地將於完成後在
日常業務過程中用作發展持作出售之住宅物業。

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上海顓峰與獨立第三方上海蘭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
訂合作合資協議，成立一家合資公司作為發展位於江蘇土地上住宅物業之項目公司。根據
合作合資協議，上海顓峰及上海蘭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於合營公司分別擁有�0%及�0%
股本權益。該合營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成立及名為江蘇顓峰房地產服務有限公司（「江
蘇顓峰」）。江蘇顓峰為擁有本公司�0%股權之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江蘇顓峰與海安縣國土資源局訂立合同，據此，收購江蘇土地之
代價餘額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支付，而江蘇土地之土地轉讓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七日完成。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日內 11,853		 ��,0�0
��至�0日 15,283		 �,���
��至�0日 2,990		 �,��0
��至��0日 306		 �,0��
超過��0日 25,029		 �,��0    

 55,461		 ��,���
其他應付賬款 7,306		 �,���    

 62,767		 ��,���    

12.	 應付非控制權益款項

該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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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及其他借款

在本期間，本集團獲得新銀行貸款達���,���,000港元，包括新貸款��,���,000港元，乃按
浮動市場年利率�.�%至�.�%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以及新銀行貸款���,���,000港元，乃
按中國人民銀行年利率減�%計息（實際年利率為�.0�%）及將於二零一三年償還。此貸款主
要用作為建設中國持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提供資金（附注�）。

本集團亦獲得其他貸款�0,���,000港元，乃無抵押、按中國商業銀行之現行市場利率計息及
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已就其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抵押其賬面值分別約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之預
付租賃款項及�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之持作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以及銀行存款�,���,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零）。

14.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本公司向由王正春先生全資擁有之Grand Vision Group Limited
發行本金額合共���,�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票據，作為收購附註�所述該幅土地之部分
代價之付款。可換股票據以港元列值。票據賦予持有人權利於就上海顓峰名義之物業取得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實際佔有及實際佔用權至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結算日期內任何時間
按換股價每股0.��港元將其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其後因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完成之公
開發售調整為每股0.��港元。倘可換股票據未獲兌換，票據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按
本金額之�0�%贖回。

可換股票據包括兩部份，即負債部份及換股權衍生工具。於最初確認所釐定負債部份之實
際利率為��.�%。換股權衍生工具按各報告日期之公平值計算，其公平值變動於損益中確
認。

期內，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及換股權衍生工具之變動載列如下：

	 		 換股權
	 負債部份		 衍生工具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利息支出 ��,���  –
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0�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  –    

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由本公司贖回。詳情載於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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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每股面值0.�0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0,000  �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  ���,���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52  �0    

17.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業務成就作出貢獻之合資
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回饋。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效，除非被撤銷或修
訂，否則由購股權授出日期起持續有效�0年。

於任何��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向每名參與者可能授出
之購股權於行使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進一步授出
超出此限額之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

向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須獲獨立
非執行董事事先批准。此外，倘於任何��個月期間內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
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超逾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0.�%或總值超逾（按於授出日期本
公司股份收市價計算）�,000,000港元之購股權，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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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承授人可於授出日期起計��日內接納授出之購股權，並須就此支付象徵式代價�港
元。授出購股權行使期由董事決定，可自若干歸屬期起至購股權授出日期後�0年內之日或
購股權計劃屆滿日期（以較早者為準）行使。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以下較高者：(i)本公司股份於建議授出日期（必須
為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建議授出日期前五個交
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下表披露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變動：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
	 	 授出日期	 	 一月一日
	 	 每份購股權	 	 及二零一零年
	 經調整	 之估計	 	 六月三十日之
類別	 每股行使價	 公平值	 行使期	 購股權數目
 港元 港元

董事 0.��� 0.0��� 附註(i) �,0��,���

僱員 0.��� 0.0�� 附註(ii)  �,0��,���    

    �,0��,��0
    

概無購股權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前授出。

附註：

i. 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後一年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止期間內行使。

ii. 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其中五分一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計未來五年按年歸屬。
該等購股權於歸屬之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止期間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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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及
	 	 授出日期	 	 二零一零年
	 經調整每股	 每份購股權之	 	 六月三十日之
類別	 行使價	 估計公平值	 行使期	 購股權數目
 港元 港元

其他服務供應商 0.��� 0.���� 附註(i) ��,���,���
    

附註：

(i) 首�0%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後一年歸屬，餘下�0%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十日後兩年內歸屬。該等購股權於歸屬之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止期間可予行
使。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授出之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零年		 本期間		於二零一零年
	 經調整	每份購股權之	 	 一月一日之		 失效之		六月三十日之
類別	 每股行使價	 估計公平值	 行使期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港元 港元

雇員 0.��� 0.���� 附註(i)  �,���,��0  (���,�0� ) �,���,���
        

附註：

(i) 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其中五分一將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起計未來五年按年歸屬。該
等購股權於歸屬之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六日止期間可予行使。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授出之購股權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零年
	 經調整	 每份購股權之	 	 六月三十日之
類別	 每股行使價	 估計公平值	 行使期	 購股權數目
 港元 港元

其他服務供應商 0.� 0.���� 附註(i) �,���,000
    

附註：

(i) 該等購股權於緊隨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後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止期間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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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授出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及
	 	 授出日期	 	 二零一零年
	 	 每份購股權	 	 六月三十日
類別	 每股行使價	 之估計公平值	 行使期	 之購股權數目
	 港元

董事 0.��� 0.���� 附註(i) ��,000,000
僱員及
其他服務供應商 0.��� 0.���� 附註(i) ��,000,000    

    ��,000,000
    

附註：

(i) 購股權其中三分一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六日起計未來三年按年歸屬。該等購股權直
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止可予行使。

公平值乃採用柏力克－舒爾斯定價模式或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該等模式」）計算。代入該
等模式之數字如下：

	 於下列日期授出之購股權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八月十八日		 一月十日		 三月七日		 五月五日		 十一月六日

授出日期之股份收市價 0.�港元  0.��港元  0.��港元  0.�0�港元  0.���港元
行使價 0.�港元  0.���港元  0.��港元  0.���港元  0.���港元
波幅 ��.��%  ��.��%  ��.0�%  ��.�0%  ��.0�%
預期年期 �0年  �0年  �0年  �0年  �0年
無風險利率 �.���%  �.���%  �.���%  �.��0%  �.���%

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所用之變數及假設乃根據董事之最佳估算釐定。購股權價值會因應若干
主觀假設之不同變數而改變。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公開發售完成後，上述每股行使價及購股權數目已獲調整。每
股行使價於本公司完成供股之期末後作進一步調整。詳情請參閱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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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供股及報告期間完結後之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本公司宣佈（其中包括）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
與Grand Vision Group Limited（「包銷商」）及王正春先生就供股（「供股」）訂立包銷協議。
本公司建議按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記錄日期」）每持有兩股股份獲配發三股股
份（「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供股涉及按每股供股股份0.��港元之價格發行不少於
�,���,���,000股供股股份但不多於�,���,�0�,���股供股股份，須受本公司於記錄日期或之
前因可行使之購股權持有人行使可行使之購股權而發行之任何新股所限。供股僅供合資格
股東參與，且合資格股東不得申請認購任何超過其本身既定配額之供股股份。

供股之結果

供股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成為無條件。本公司已接獲六份暫定配額之有效接納，合
共涉及�0�,���,000股供股股份，約相當於根據供股所發售供股股份總數�,���,���,000股
之��.�%，及約相當於緊隨供股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000股股份之
�.�%。

包銷協議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由於供股股份認購不足，故包銷
商須認購�,���,�0�,000股未獲有效認購之供股股份（「未獲接納供股股份」）。包銷商就未獲
接納供股股份應付之總認購價���,0�0,��0港元已予以結付，其中�0�,��0,000港元用作抵銷
全部股東貸款，而餘下���,��0,��0港元則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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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架構

以下為本公司緊接供股完成前後之股權架構：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

王先生及其聯繫人士

包銷商（附註�） ��,000,000  �.0�  �,���,�0�,000  ��.��

Hillfame Holdings 
 Limited（附註�） ���,���,000  ��.0�  ���,���,000  ��.��

沈領招女士（附註�） �0,���,000  �.��  �0,���,000  �.��       

小計 �00,���,000  ��.��  �,���,���,000  ��.��

執行董事張秀鶴先生 �,��0,000  0.��  ��,��0,000  0.��

非執行董事何厚榮先生 �,���,000  0.��  �,���,000  0.0�

公眾股東 ���,0��,000  ��.��  �,0��,��0,000  ��.��       

總計 �,���,��0,000  �00.00  �,���,���,000  �00.00
       

附註：

�. 包銷商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王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 Hillfame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王先生全資實益
擁有。

�. 沈領招女士為王先生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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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時將予發行之股份之行使價及數目之調整

於記錄日，本公司有��,���,���份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由於供股完成，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時將予發行之股份之行使價及數目調整如下：

	 		 		 因公開發售
	 於記錄日		 		 完成於記錄日
	 行使尚未		 		 行使尚未行使
	 行使購股權時		 因供股		 購股權時將予
	 將予發行		 完成之經調整		 發行之股份
現時每股行使價	 之股份數目		 每股行使價		 之經調整數目

0.���港元 �,0��,��0  0.���港元  �,���,���
0.�港元 �,���,000  0.���港元  �,���,���
0.���港元 ��,000,000  0.��港元  ��,�00,000
0.���港元 �,���,���  0.���港元  �,��0,���
0.���港元 ��,���,���  0.���港元  ��,���,���

創越融資有限公司已核證上述對於記錄日期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時將予發行之股份之行
使價及數目之調整。上述調整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即自記錄日期翌日起具追溯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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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物業發展

近年，中國經濟顯著增長，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更為明顯。這些年來，經濟騰飛，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種種因
素，均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增長。

在江蘇省經濟和人口增長的帶動下，江蘇省的住房需求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同樣，上海
房地產市場的需求依然剛性，且樓價維持在較高水平。在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雖然中央政
府繼續推出冷卻措施，以控制快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但市場價格基本維持平穩，市場
需求亦沒有顯著下降，中國房地產業仍然以健康，穩定的方式向前發展。

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國內經濟平穩發展，國內企業出口額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有明顯增
長，但因二零零九年為金融危機嚴重的時候，出口額較少。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出口額正
遂步回復增長。

回顧期內，國外經濟恢復仍然緩慢，國外的銷售商在中國國內採購較二零零九年之前顯
得保守和謹慎。雖然南亞、東歐、俄羅斯、中東等新興市場需求增長相對迅速，但是作
為傳統出口目的地的歐洲和美國市場需求恢復依然相對比較緩慢。

業務回顧

物業發展

上海房地產項目的發展進展順利，南塊部分已施工至結構十層，北塊部分亦已進行基礎
施工。預計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度開始預售，而建設工程將於二零一一年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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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一月，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通過公開招標方式以人民幣���,��0,000元投得了
江蘇省一幅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本公司已與一間上海房地產開發商成立了一間合資公司
（本公司於當中擁有�0%權益），共同開發這項目。此次收購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的通函。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本公司股東已批准該收購事
項。

土地之交付日期最遲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建築工程將於交付地塊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動
工並在三年內完工。根據初步發展計劃，預期地塊發展為面積約��0,000平方米住宅社
區。

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

本集團主要從事中高檔交直流電動工具、園林工具、氣動工具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回
顧期內，國內的原材料價格出現一些波動，之間出現一些漲幅，至二零一零年年中又有
一些回落，截止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原材料價格總體相比二零零九年年底略有降幅，這
使得製造企業的產品成本壓力略有緩解，有利於企業今後的發展。

由於集團先前的業務整合，把大部份毛利率較低的貿易業務終止，以節省成本及集中資
源開拓新客戶及研發高增值產品，致集團銷售減少。整合計劃已取得重大進展，故工具
業務的虧損已大幅減少。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集團工廠企業管理不斷加強， ISO�00�:�00�、ISO��00�:�00�及GB/
T��00�-�00�等管理體系在公司內得以嚴格執行，ERP的基礎模組在集團工廠內得到全面
徹底推行，產品品質不斷提高，集團在多個客戶評價等級中也已達到供應商最高評級。

回顧期內，美國市場出現一定復蘇現象，較前兩年對電動工具的需求略有增加，歐洲市
場仍表現低迷，整體需求增長緩慢，但我司仍積極拓展客戶，拓展產品市場，取得一定
成效。截止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集團的主要客戶包括Bosch 、TTI、Sparky、Kingfisher等
全球知名連鎖店及歐美各地主要電動及氣動工具分銷商。

集團專業實驗室在回顧期內亦得到長足發展。作為省級檢測中心，二零一零年全年估計
將三十餘批次的省級電動工具項目的指定監督檢測，回顧期內已經完成二十二批次的檢
測。集團實驗室經過近幾年的建設，已經發展成具一定規模的專業、現代化的檢測機
構，在集團工廠所在地區具備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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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盈利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為��,���,000港元，較二零零
九年減少�%，二零一零年股東應佔虧損約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
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整合電動工具業務所致，而加強成本控制則有助減低本期間虧
損。

收入以產品及地區劃分

以產品計，電動工具仍是本集團的收入來源。二零一零年，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
工具與其他產品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收入��.��%、0.0�%及0.0�%（二零零九年：電動
工具�0.�%、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與其他產品�.�%）。

以地區劃分，美國是本集團最主要的市場。

毛利及邊際利潤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為�,���,000港元，比對上年度增加
���,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金為���,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本集團的長期及短期債款合共���,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權益）為�0�%
（二零零九年：��%）。

資本開支

二零一零年六個月，本集團資本開支為約�,���,���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0港元），
而開發模具開支為�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港元）。

營運資本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個月，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週轉天數為��天（二零零九年：��天），
應付貿易賬款週轉天數為���天（二零零九年：��天），而存貨週轉天數為��天（二零零九
年：�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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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其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抵押其賬面淨值約��,���,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000）之預付租賃款項及約�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之持作
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入及開支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結算，部份以歐元結算。於回顧年內，人民幣升
值導致本集團之經營成本及原材料成本上升。

僱員福利及培訓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員工約��0名，管理層佔�0名，工程師佔�0
名，而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000港元）。

透過提供各類員工培訓，本集團致力提升員工素質。在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為不同職級
之員工舉辦內部培訓課程，培訓課程之題材包括道德、倫理、語言、技術及管理技巧。
本集團於鑫港之生產廠房亦有舉辦數以百計的在職訓練計劃。

供股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公告股東計劃，建議以每兩股供三股，作價0.��港元發
行不少於�,���,���,000股但不多於�,���,�0�,���股，供股建議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
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正式通過。供股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或為無條件及供
股結果亦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公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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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物業發展

預期下半年上海閔行區���地塊項目將進入預售階段，江蘇南通房地產項目展開前期設計
階段並於年底前完成土地交易。

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外部經營環境仍將繼續充滿挑戰。預期原材料價格將會出現一定反
彈高企，集團將積極與客戶及供應商合理溝通，共同應對。另外，若人民幣匯率上升，
將會給製造企業成本帶來進一步的壓力。目前，本集團公司正積極採取應對準備，已緩
解企業成本上升的壓力。

隨著本集團下半年新產品的陸續推出，集團有望獲得更多的客戶訂單。本集團目前正致
力加強與上半年成功洽談合作的數家世界著名品牌企業和連鎖店商之間的合作，爭取已
達成合作意向的訂單在下半年儘快投產。本集團於未來仍將繼續推進與專業品牌或連鎖
店的合作，共同開發新的專業工具，藉以擴闊客戶基礎，開拓收入來源。同時，本集團
將致力於南亞、東歐、俄羅斯、中東等新興市場的大力拓展。

未來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集團內的經營管理水準和企業文化的建設。在穩步加強集團經
營管理的同時，集團將重點加大企業文化的建設，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凝聚力。集團
也會進一步實施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嚴格控制人力成本、提升生產效率等，減低
外部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升集團的整體效益。

於物業項目於未來陸續推出市場時，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將大幅改善，預期溢利亦將大幅
體現，管理層對集團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可望為股東帶來滿意回報。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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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企業管治報告已載於二零零九年年報內。除與守則條文第A.�.�及A.�.�條有所偏離
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獨立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擔任。

本公司主席王正春先生亦擔任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現時將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能
歸同一位人士擔當的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上的平
衡。

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非執行董事須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儘管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未與本公司訂有附特定任期之委聘書，惟彼等之委任須每
三年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此外，本公司有權於股東大會上
透過普通決議案形式罷免任何任期尚未屆滿之董事。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註�0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各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成立，並以書面訂明職權範圍。董事會就考慮財務
報告及內部監控原則之應用，以及與本公司核數師維持適當關係方面，作出正式及具透
明度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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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何厚榮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少倫先生、馬桂園
先生及羅永德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批准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及本中期 
業績公佈。

代表董事會
正峰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旺城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正春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王正春先生、鄭維沖先生、徐文聰先生、
張岷先生及張秀鶴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何厚榮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少倫
先生、馬桂園先生及羅永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