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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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URY SUNS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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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SUNSHIN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509）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人民幣180,276,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下跌約13%。

• 此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下跌51%至人民幣9,778,000元。

• 此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43

仙，下跌約51%。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達至
約人民幣1,177,408,000元及人民幣690,996,000元，其中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分別佔本集團資產總值及流動資產淨值19%及32%。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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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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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80,276 208,046
銷售成本 (149,845) (175,040)

  

毛利 30,431 33,006

其他收入及收益 6,686 6,048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5,017) (5,004)
持作買賣之投資（虧損）收益淨額 (3,309) 3,79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223) 3,159
行政開支 (14,624) (15,23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 220 –
財務費用 (3,902) (3,8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9,262 21,909
所得稅開支 6 (2,991) (5,053)

  

期內溢利 7 6,271 16,85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778 19,885
 非控股權益 (3,507) (3,029)

  

6,271 16,856
  

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0.43分 人民幣0.88分
 －攤薄 人民幣0.43分 人民幣0.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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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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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6,271 16,856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扣除稅項） 10 (7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281 16,78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788 19,809

 非控股權益 (3,507) (3,029)
  

6,281 1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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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46,224 46,76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24,917 223,043
 投資物業 64,378 66,314
 無形資產 490 787
 勘探及評估資產 29,369 29,369
 購置附屬公司之按金 47,850 48,400
 購置廠房及機器之按金 628 628  

413,856 415,304  

流動資產
 存貨 41,511 35,235
 土地使用權 1,005 1,00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73,404 86,241
 持作買賣投資 13,462 14,908
 銀行存款 415,500 413,0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8,670 234,155  

763,552 784,54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8,401 85,354
 應付所得稅 4,155 6,486  

72,556 91,840  

流動資產淨值 690,996 692,70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04,852 1,108,008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14,189 113,517
 遞延稅項負債 3,284 3,251  

117,473 116,768  

資產淨值 987,379 991,2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47,018 47,018
 儲備 885,044 884,1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32,062 931,196
非控股權益 55,317 60,044  

權益總額 987,379 9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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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資本贖回 僱員報酬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6,426 557,020 2,282 11,965 32,772 3,234 2,168 (3,385) 239,400 891,882 59,407 951,289            

期內溢利 – – – – – – – – 19,885 19,885 (3,029) 16,856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 – – – (76) – – (76) – (76)            

期內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 – – – – (76) – 19,885 19,809 (3,029) 16,780            

購股權計劃
 －僱員服務價值 – – – – – 110 – – – 110 – 110

 －已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592 4,628 – – – (1,489) – – – 3,731 – 3,731

 －失效購股權價值 – – – – – (1,855) – – 1,855 – – –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 – – – (5,948) (5,948) – (5,94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7,018 561,648 2,282 11,965 32,772 – 2,092 (3,385) 255,192 909,584 56,378 965,96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7,018 561,648 2,282 11,965 32,772 – 2,019 (171) 273,663 931,196 60,044 991,240            

期內溢利 – – – – – – – – 9,778 9,778 (3,507) 6,27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10 – – 10 – 1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 – 10 – 9,778 9,788 (3,507) 6,281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 – (1,220) (1,220)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 – – – (8,922) (8,922) – (8,92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7,018 561,648 2,282 11,965 32,722 – 2,029 (171) 274,519 932,062 55,317 98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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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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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6,542 58,833

投資業務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8,651) 6,639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10,924) (5,31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3,033) 60,16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34,155 591,937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2,452) 3,15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8,670 65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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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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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資料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獲豁免有限公司，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農業相關產品、原料及金

屬鎂相關產品的生產及銷售。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編製，其為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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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董

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要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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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發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本集團分別就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採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預先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母公

司於取得控制權之後於附屬公司所持有權益之變動及喪失附屬公司控制權

之會計處理的規定。

由於中期期間並無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

號（經修訂）適用之交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

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後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本集團

目前或先前會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

本集團日後期間之業績或會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

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後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適用之日後交

易所影響。

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目前或先前會計期

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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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頒發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

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比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首次採納者的披露的

 有限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何者適用）或之後起的年
 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將

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准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允

值計量，尤其是(i)就收取合約現金流目的以業務模式持有的債務投資及(ii)

擁有合約現金流的債務投資，且有關現金流純粹為支付本金，而未償還本

金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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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值

計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

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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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根據就資源調配及表現評估向本公司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本集團
之經營分部如下；

－ 農資相關產品

－ 原料

－ 金屬鎂相關產品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呈報。

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農資 金屬鎂
相關產品 原料 相關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159,705 20,571 – 180,276
    

分部業績 27,524 (2,110) – 25,41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6,686

中央行政費用 (19,156)

財務費用 (3,902)
 

除所得稅前溢利 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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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農資 金屬鎂

相關產品 原料 相關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204,590 3,456 – 208,046
    

分部業績 30,299 (2,297) – 28,0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9,842

中央行政費用 (12,078)

財務費用 (3,8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909
 

分部業績指於並無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包括董事薪金）、其他收入及收益、

持作買賣之投資虧損（收益）淨額、匯兌虧損（收益）淨額、財務費用及所得

稅開支情況下各分部之業績。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供其調配資源

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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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資產按可報告分部之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農資相關產品 145,455 168,297

原料 25,656 32,104

金屬鎂相關產品 189,105 173,975
  

360,216 374,376

未分配公司資產 817,192 825,472
  

總資產 1,177,408 1,199,848
  

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訂立一項銷售協議以出售其

於福州美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福州美地」）（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經營複合肥）的60%股權。該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完

成，於當日本集團將福州美地之控制權交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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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美地於出售當日之淨資產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二十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售出淨資產 3,050

非控股權益 (1,220)

出售收益 220
 

總代價 2,050
 

支付方式：

 現金 2,050
 

來自出售事項之現金流入：

所收取之現金代價總額 2,050

所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618)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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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稅務：
 －中國企業所得稅 2,991 5,053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產生自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九年：無）。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作出之最
佳估計而確認。而期內所採用之預計加權平均年度稅率為25%。其他司法
權區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預計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
率作出之最佳估計而確認。由於在海外註冊成立之公司於期內獲其他司法
權區豁免稅項或錄得虧損，故於期內並無就海外所得稅作出撥備。

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836 9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折舊 16,755 15,91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 1,350

存貨撥備（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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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778 19,88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253,070 2,250,281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 0.43分 0.88分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是在假設所有攤薄性潛在普通股已轉換的情況下，經

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有一類攤薄性潛在普通

股：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本公司會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的

認購權幣值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允值（按本公司股份的年平均市價

而定）購入的股份數目。以上計算所得的股份數目乃與假設該等購

股權獲行使後將會發行的股份數目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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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778 19,88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253,070 2,250,281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千股） – 5,542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2,253,070 2,255,823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 0.43分 0.88分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

零九年：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機器，其賬面值為人民幣80,000元，

獲得現金款項人民幣50,000元，產生出售虧損人民幣30,000元。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機器。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動用約人民幣16,787,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39,134,000元）以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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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39,161 52,737

預付款項及按金 4,339 12,884

其他應收款項 29,904 12,744

存於財務機構之存款 – 7,876
  

73,404 86,241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多達180日（二零零九年：多達180

日）。

下表載列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以內 24,657 20,320

31至60日 9,020 21,492

61至90日 212 3,686

超過90日 5,272 7,239
  

39,161 5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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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20,260 10,237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48,141 75,117
  

68,401 85,354
  

下表載列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以內 15,908 9,168

31至60日 1,242 488

61至90日 50 161

超過90日 3,060 420
  

20,260 1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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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 港元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219,420 人民幣46,426

僱員購股權計劃

 －已發行股份所得款項（附註） 33,650 人民幣592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253,070 人民幣47,018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按每股0.126

港元發行33,65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所涉現金金額合共約
4,34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3,731,000元）。發行新股份所產生之溢價約
4,628,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賬。新股份與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均
享有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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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於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資本支出 3,977 8,801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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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80,276,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下跌約13%。

由於年初中國部份省份出現嚴重旱情，影響農業相關產品需求，市場氣氛低迷。

因此，為維持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在價格策略須作相應調整。此外，期內首季

江蘇生產肥料之廠房改建，以擴大產能，令上半年肥料生產及銷量與去年同期相

比，分別下降15%及29%，銷售收入則下跌36%。但隨著產能增加及更有效之生

產規劃，本集團相信下半年將有良好表現。

而生產原料主要是要滿足生產肥料之消耗後，方對外銷售。故因應上半年肥料生

產消耗原料減少，所以與去年同期比較，原料之銷量及銷售收入都錄得巨大增

幅，分別為285%及495%。

但因今年較多競爭對手進入市場，分別位於江西及福建之業務亦受到挑戰，本集

團須於價格策略上作相應調整，以進一步鞏固及擴大市場佔有率。回顧期內，微

生物菌劑之產量及銷量均有增長，增幅分別為14%及11%，但因調整價格策略，

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10%。

本集團有幾項新農藥產品於上半年投入市場，產量及銷量均有增長，但基於整體

平均價格下跌，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下跌17%。

此外，主要因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值變動，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持作買賣投資

淨虧損為人民幣3,309,000元，而去年同期則因公允值收益而受惠。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本集團錄得之匯兌虧損淨額為人民幣1,223,000元，而去年同期之匯兌收益

淨額則為人民幣3,159,000元，此變化是因為回顧期間內，人民幣相對其他外幣

升值所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6,68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1%。總經營開支為人民幣19,641,000元，減少約3%。當中之銷售及市場推廣費

用為人民幣5,017,000元，與去年相若，行政開支則為人民幣14,624,000元，減少

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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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本期間內，運輸成本、薪金及佣金與去年同期相若。期內，運輸成本上漲17%，

佔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38%。薪金及佣金減少約20%，佔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0%。

行政開支

本期間內，行政開支縮減約4%至人民幣14,624,000元。行政開支中，約40%及

31%分別因折舊及攤銷開支以及薪金成本而產生。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9,778,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下降約51%。

流動資金、負債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690,996,000元，其中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人民幣218,670,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獲國際金融公司授予長期貸款人民幣120,000,000元。

該筆貸款按年利率5.38厘計息，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到期一筆過償還。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權益總額）約為12%。

管理層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並確保本集團有充裕財政資源全力應付其

業務所需及其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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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大部份資產、借款及主要交易均以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主

要來自本集團以外幣列值之資產。我們力求資金來源與運用達到配對，以避免匯

率波動帶來的影響。並隨着人民幣的流通性逐漸增加，市場亦開始出現一些可對

沖或減低人民幣相對其他外幣匯率波動之工具，本集團將努力物色有效之方法，

以減低匯率風險。

業務展望

農業相關產品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大多數，穩定農

民就業及發展農村經濟，已作為國家重要政策之一。因此，中國的農業發展在國

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具有巨大契機，亦對農業相關產品提供了龐大的市場需求。

本集團深信憑藉着長期忠實的客戶基礎、卓越的產品質素及品牌效應等優勢，農

業相關產品業務將持續穩健發展，繼續為本集團提供主要收入來源。

金屬鎂業務

本集團在中國吉林省白山市興建年產能一萬噸金屬鎂錠和鎂合金產品的生產廠房

現已建成。目前，竣工驗收工作正在進行，並已進入設備負荷調試階段，但由於

吉林省包括白山地區於夏季受到持續發生強暴雨和水災的影響，當地之道路及供

電等基本設施有待修復，因此設備調試工作需要延長，預期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

末開始試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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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該廠房配置的先進生產設備及技術，已處於行業領先地位，而金屬鎂

和鎂合金產品被廣泛應用於航天、汽車、電子產品及醫用民用等領域，被譽為本

世紀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綠色工程材料，具有十分廣闊的市場前景。中國已成為全

球最大的金屬鎂生產及出口國家。根據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鎂合金產品的開

發及產業化被列入「優先發展」類別。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及市場需求日趨增長下，

金屬鎂和鎂合金產品勢必成為可持續發展之行業。

蛇紋石業務

根據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簽訂之諒解備忘錄，本集團擬向一獨立第三者收購

一個蛇紋石礦，該礦產資源位於中國江蘇省內，其儲藏量估計不少於六千萬噸。

並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賣家再簽訂補充協議，將收購時限延

遲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以配合各專業機構進行盡職審查，儘快完成收購之

相關程序。

蛇紋石的主要成份為硅和鎂，是一種用途非常廣泛的礦產資源，目前國內蛇紋石

主要用於提取氧化鎂、製作鈣鎂磷肥、冶煉熔劑，是肥料生產的原料及鋼鐵製造

中不可或缺的輔助原料。

此次收購成功後它既有利於集團金屬鎂冶煉和肥料生產的上游原料供應，又可以

在中國鋼鐵業持續發展中受益。因此，本集團相信此項收購能令整體業務更趨多

元化外，同時可與現有業務產生協同效益，從而加強了未來業績表現及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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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與獨立第三者訂立買賣協議，收購陽光博大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陽光博大」）之全部權益。陽光博大是一家綜合性金融集團，通

過附屬公司博大證券有限公司、博大資本國際有限公司和陽光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在香港從事證券交易、企業融資、保薦上市、資產管理、證券顧問等業

務，持有香港證監會發出的第1類、第4類、第6類和第9類牌照。陽光博大的另一

附屬公司，Partners Capital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持有新加坡金管局發出的

牌照，在新加坡從事企業融資業務。陽光博大的業務重點是為優秀的中小型上市

公司提供全面的優質服務，近年來其業務在香港和新加坡市場上表現較為出色。

隨著中國的經濟日益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重要、金融服務業前景非常

光明。展望未來，中國企業和人民需要的金融服務越來越多，本集團廣泛的中國

大陸網絡和較高的知名度，將有利於陽光博大開拓中國大陸金融業務，抓住中國

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機遇。本集團收購陽光博大後在管理上將會更加規範，業務

上除了發展自身的金融業務外，對本集團在項目收購、企業融資、資產管理等發

揮其專業優勢。

業務擴展

本集團堅信『領域擴展源自堅實基礎，規模壯大鑄就穩步回報』，並致力透過尋覓

合適業務機遇以達至穩健發展目標。新的業務機遇不但可為本集團創造更好業

績，亦可拓寬收入來源，分散行業之潛在風險，為股東創造更穩定及更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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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有關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守則條文」）。惟以下披露者除外：

守則條文 偏離之原因
    

守則第A.2.1條 主席及行政總裁 董事會認為，池先生在中國市場有

豐富經驗及知識，並在建立本集團

策略性決策和整體管理方面發揮重

大作用，採取單一領導架構而棄雙

軌領導架構能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

益。董事會認為，現階段市場並無

合適的專業人士可擔任行政總裁一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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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結束後，朱偉華先生（「朱先生」）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辭任獨立非執

行董事職務。

守則條文 偏離之原因
    

守則第A.3條 董事會構成－根據上

市規則第3.10(1)條要

求之最低獨立非執行

董事人數不足

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將根據上市

規則第3.11條及第3.23條之規定在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計三個月內

盡快物色人選以委任為新任獨立非

執行董事。

守則第C.3條 審核委員會－根據上

市規則第3.21條要求

之最低審核委員會成

員人數不足。

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將根據上市

規則第3.11條及第3.23條之規定在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計三個月內

盡快物色人選以委任為新任獨立非

執行董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彼

等亦已書面確認，於回顧期間，彼等已遵守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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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96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約570名僱

員）。僱員人數增加，主要為了應付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之生產廠房

試產。本集團參考僱員個人表現、資歷及當時市場狀況訂定彼等之薪金。員工福

利包括醫療保障、定期供款公積金、酌情花紅及僱員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並未遭

遇任何勞資糾紛或出現大量員工流失，因而對日常業務構成損害。董事認為本集

團與僱員關係良好。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薪酬委員會有四名成員，分別為鄺炳文先生、朱先生、廖開強先生及沈世捷

先生。鄺炳文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自朱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辭任後，

薪酬委員會有三名成員。

薪酬委員會旨在審閱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福利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並為本集團制訂一套具透明度的程序，以制定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

之薪酬和福利政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成立。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有三

名成員，分別為鄺炳文先生、朱先生及廖開強先生。鄺炳文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

席。自朱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辭任後，審核委員會有兩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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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內外審計以及內部監控之效用，並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審核委員會舉行兩次會

議，以審閱本公司報告及賬目，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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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審

核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編製該等財務報表的方法符合適用會計準

則，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沈世捷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池文富先生、沈世捷先生及池碧芬女士；本
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黃美玉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炳文先生及廖開
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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