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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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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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GENE HIGH-TECH GROUP LIMITED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及
建議更換核數師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集體稱為「本集團」） 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
財務資料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483,947 374,442
銷售成本 (442,967) (362,895)

毛利 40,980 11,547
其他收入 5 247 631,559
銷售開支 (9,709) (2,421)
行政開支 (18,026) (28,237)

經營溢利 13,492 612,448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收益 7 – 134,516
財務費用 8 (184) (633)

除稅前溢利 13,308 746,331
所得稅開支 9 (2,132) (1,090)

本年度溢利 10 11,176 74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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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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2 (71)
樓宇重估盈餘 – 17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總額 102 10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1,278 745,346

溢利╱（虧損）歸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262 745,205
 非控股權益 (86) 36

11,176 745,241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歸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355 745,310
 非控股權益 (77) 36

11,278 745,346

（重列）

每股盈利 12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0.11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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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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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115 1,7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75,200 40,000

77,315 41,718

流動資產
存貨 569 2,3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48 17,839
貿易應收賬款 15 99,426 4,224
銀行及現金結餘 344,224 74,065

449,367 98,52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6 87,077 24,8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257 6,415
即期稅項負債 2,741 1,003

97,075 32,311

流動資產淨額 352,292 66,210

資產淨額 429,607 107,9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645 60,823
儲備 307,497 46,5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29,142 107,386
非控股權益 465 542

權益總額 429,607 10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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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香港主
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1405-1406室。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財政年度內，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分銷藥品及基因測試服務。

2. 編製基準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

根據一項協議計劃（「計劃」），本集團旗下三間附屬公司（即冠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盛世投資有
限公司及Far East Global Group Limited）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轉讓日期」）轉讓予計劃
管理人之代理人。因此，本集團自轉讓日期起失去對該等附屬公司之控制權。此外，康健集團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上海德勝科技集團（安慶）製藥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通過一項
特別決議案，該公司將自願清盤。自此，本集團亦失去該兩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因此，自失去
該等附屬公司控制權之各日期起，冠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盛世投資有限公司、Far East Global 

Group Limited、康健集團有限公司及上海德勝科技集團（安慶）製藥有限公司之財務業績、資產、
負債及現金流量停止綜合計算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與其經營有關並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
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註釋。除下列所述者外，採納此等新訂
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呈報及本年度與過往
年度呈報之金額產生任何重大轉變。

(a)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條（經修訂）「財務報表呈報」對若干披露事項及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構成影
響。資產負債表重新命名為財務狀況表，而現金流量表(cash flow statement)則重新命名為現
金流量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與非權益持有人進行交易所產生一切收入及開支均呈列
於全面收益表，而總額在權益變動表列賬。權益持有人於權益之變動呈列於權益變動表。此
呈報要求已獲追溯應用於此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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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運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營運分部」，要求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架構之內部
財務報告以鑒定營運分部，以便對各分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條
「分部報告」呈報之主要分部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條呈報之分部是相同。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條已獲追溯應用。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尚未能說明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生產及分銷藥品 230,923 327,582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253,024 46,860

483,947 374,442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4 172

根據計劃解除一項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 – 631,378

雜項收入 43 9

247 631,559

6.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兩個呈報分部如下：

(a) 生產及分銷藥品
(b)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本集團的呈報分部是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此受個別管理因各業務須不同科技及
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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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分部會計政策與於財務報表所述的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股息、及投資及衍
生工具之盈虧。分部資產不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項、投資及衍生工具。分部負債不包括可換貸款
及衍生工具。分部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递延稅項資產、退休福利資產及產生於保險合約
之權利。

生產及分銷藥品
（附註）

分銷基因
測試服務 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收入從對外客戶 230,923 327,582 253,024 46,860 483,947 374,442

分部稅後（虧損）╱溢利 (586) (5,069) 11,621 4,177 11,035 (892)

營運分部之附加披露：

資本開支 5 4 1,285 397 1,290 401

利息收入 6 156 6 9 12 165

利息開支 332 633 3,862 – 4,194 633

折舊 83 1,065 300 10 383 1,075

所得稅開支 43 122 2,089 968 2,132 1,090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15,550 11,530 174,103 119,348 189,653 130,878

分部負債 15,033 10,595 81,584 19,689 96,617 30,284

附註：

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開始，因本集團重組關係，本集團已失去對上海德勝科技集團（安慶）
製藥有限公司之控制權。因此，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之「生產及分銷藥品」分部之財務表現及財務
狀況，只是產生自山東特利爾醫藥有限公司合作合營企業（「合作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進行之藥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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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呈報分部溢利╱（虧損），資產及負債對賬：

溢利╱（虧損）
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11,035 (892)

企業及其他開支 (8,143) (20,521)

集團內公司間之溢利對銷 8,048 744

未分類收入：
 其他收入 236 631,394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收益 – 134,516

年度綜合溢利 11,176 745,241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總額 189,653 130,878

企業及其他資產 337,029 9,361

綜合資產總額 526,682 140,239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總額 96,617 30,284

企業及其他負債 458 2,027

綜合負債總額 97,075 32,311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持續經營收益以及其按資產所在地區
位置分類之非流動資產及資本開支資料如下：

收益 非流動資產 資本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944 30,385 75,523 40,706 72 734
中國 473,003 344,057 1,792 1,012 1,258 4

483,947 374,442 77,315 41,718 1,330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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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收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收益 – 134,516

誠如本公告附註2所披露，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失去對若
干附屬公司（包括冠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盛世投資有限公司、Far East Global Group Limited、康
健集團有限公司及上海德勝科技集團（安慶）製藥有限公司）之控制權。因此，此等附屬公司之財
務業績、資產、負債及現金流量停止綜合計算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於停止綜合計算日期，該等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如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35
預付租金 10,554
貿易應收賬款 1,6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8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127
銀行貸款 (27,512)
貿易應付賬款 (15,55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7,266)
遞延稅項 (1,495)

停止綜合計算之負債淨額 (135,626)
解除外幣兌換儲備 1,110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收益 (134,516)

8.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18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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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2,371 812
 過往年度撥備（過度）╱不足 (329) 156

即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撥備 90 122

2,132 1,09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撥備。

在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通行
稅率計算。

10. 本年度溢利

本集團之本年度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456 1,093
董事酬金 1,450 1,411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2,840 805
核數師酬金 530 980
售出存貨成本 227,157 322,564
撤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 108
應收停止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減值 – 3,226

包括董事酬金在內之職工成本
 酬金、花紅及其他福利 6,906 4,38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00 662

7,706 5,044

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本財政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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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約11,262,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約745,205,000港元）及本財政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370,381,987股
（二零零九年：9,681,840,935股，巳重列以反映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之供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內概無任何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盈利。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

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購入約1,330,000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簽訂分銷權利之訂金（附註(a)） 40,000 40,000

加盟協議之貸款（附註(b)） 35,200 –

75,200 40,000

附註：

(a)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華夏聯合基因健康產業有限公司（「聯合基因
健康產業」）與華夏聯合基因健康檢測技術產業有限公司（「華夏聯合」）訂立為期5年之獨家
分銷協議，以作為其於香港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獨家代理。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聯
合基因健康產業向華夏聯合支付免息按金40,000,000港元，作為聯合基因健康產業之年度營
業額可達到獨家分銷協議所載之最低年度銷售金額（「目標銷量」）的擔保。根據日期為二零
零九年三月十六日之函件，華夏聯合同意授予聯合基因健康產業額外非獨家權利於中國分
銷基因測試服務。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華夏聯合同意於本財政年度之目標銷量維持於
60,000,000港元水平。於本財政年度，聯合基因健康產業已實現此目標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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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合基因健康產業與五名獨立分銷商（即Fashion Fame Limited、Grace Noble Limited、
Rising R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Noble Hat Limited及Sky Cultures Limited)（集體稱為「分
銷商」，或個別稱為「該等分銷商」），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訂立五份為期五年之加盟協
議（集體稱為「加盟協議」，或個別稱為「該等加盟協議」）。根據加盟協議，聯合基因健康
產業(i)已委任分銷商為其於中國之基因測試服務之分銷商；及(ii)向分銷商墊付免息貸款金
額分別為6,000,000港元、8,000,000港元、8,000,000港元、10,000,000港元及12,000,000港
元（集體稱為「貸款」，或個別稱為「該等貸款」），以用來開拓商機，以及開展聯合基因健
康產業許可的營銷活動。各分銷商已向聯合基因健康產業給予承諾，各自於中國分銷基因
測試服務之每年銷量分別不會少於為24,000,000港元、32,000,000港元、32,000,000港元、
40,000,000港元及48,000,000港元（集體稱為「指定金額」，或個別稱為「該等指定金額」）。
根據有關該等加盟協議，倘若任何該等分銷商於任何一年內，其產生屬於該等分銷商之銷量
相等於或超過該等指定金額，聯合基因健康產業同意豁免有關該等分銷商償還該等貸款之
20%，否則該等貸款之20%須於聯合基因健康產業作出審閱後三個營業日內，向聯合基因健
康產業償還。倘若任何該等分銷商所產生銷量連續兩年低於有關該等指定金額，聯合基因健
康產業將有權終止屬於有關該等分銷商之該等加盟協議，並要求有關該等分銷商於發出終止
協議通知後三個營業日內償還有關該等貸款之結欠金額。於本財政年度，所有分銷商已實現
該等指定金額及巳產生營業額總計約232,746,000港元。結果，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確認貸款
之20%為8,800,000港元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銷售開支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綜合財務
狀況表內對沖相同金額於非流動之預付款項。

15.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大部分以信貸方式進行，信貸期通常介乎30至90日不等。每名客戶均設
有最高信貸限額。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收回之應收賬款，高級管理人
員將定期審閱逾期餘款。

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或以下 26,006 2,724

31至60日 24,751 921

61至180日 47,655 562

超過180日 1,014 17

99,426 4,224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就貿易應收賬款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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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面值按以下貨幣列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人民幣」） 9,543 4,224

港元 89,883 –

99,426 4,224

16.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按收取貨品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或以下 23,100 13,157

31至60日 21,248 9,779

61至180日 39,984 1,189

超過180日 2,745 768

87,077 24,893

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面值按以下貨幣列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9,072 5,406

港元 78,005 19,487

87,077 24,893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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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重大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巳訂約但未撥備 209 –

19. 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支付之未來租金下限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而須支付之未來租金下限總額
 －一年內 2,128 1,610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 1,014

2,128 2,624

經營租約款項指本集團就若干辦公室及董事宿舍須支付之租金。所磋商之租約平均年期為兩年，
租約期內之租金固定不變，及並不包括或然租金。

20. 報告期後事項

收購一家中國公司之70%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聯合基因健康產業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據
此，收購中荷（平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中荷（平湖）」）共70%股本權益，代價為15,120,000人
民幣。中荷（平湖）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在中國從事骨粒批發業務。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九日，聯合基因健康產業於完成股本轉讓後巳向中荷（平湖）進一步注資15,880,000人民
幣，餘額4,000,000人民幣將於發出中荷（平湖）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財務
報表後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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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集團業績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之營業額約為483,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前財
政年度（「去年財政年度」）（約374,400,000港元）上升約29.25%。本財政年度營業額增長約
109,500,000港元，主要貢獻為分銷基因測試服務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開始於中國。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本財政年度溢利約為11,300,000港元，比較去年財政年度溢利總額約745,200,000
港元。此波動是由於在去年財政年度內，根據計劃解除一項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金額約
631,400,000港元，以及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之收益金額約134,5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本集團之業務在中國巳不斷持續多樣化，並在分銷基因測試服務內不斷擴大市場佔有率。本
集團之其一附屬公司，聯合基因健康產業與五名獨立分銷商（即Fashion Fame Limited、Grace 
Noble Limited、Rising R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Noble Hat Limited及Sky Cultures Limited）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訂立五份為期五年之加盟協議。根據加盟協議，聯合基因健康產業(i)
已委任分銷商為其於中國之基因測試服務之分銷商；及(ii)向分銷商墊付免息貸款金額分別為
6,000,000港元、8,000,000港元、8,000,000港元、10,000,000港元及12,000,000港元，以用來開
拓商機，以及開展聯合基因健康產業許可的營銷活動。各分銷商已向聯合基因健康產業給予承
諾，各自於中國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每年銷量分別不會少於為24,000,000港元、32,000,000港
元、32,000,000港元、40,000,000港元及48,000,000港元。根據有關該等加盟協議，倘若任何該
等分銷商於任何一年內，其產生屬於該等分銷商之銷量相等於或超過該等指定金額，聯合基因
健康產業同意豁免有關該等分銷商償還該等貸款之20%，否則該等貸款之20%須於聯合基因健
康產業作出審閱後三個營業日內，向聯合基因健康產業償還。倘若有關該等分銷商所產生銷量
連續兩年低於有關該等指定金額，聯合基因健康產業將有權終止屬於有關該等分銷商之該等加
盟協議，並要求有關該等分銷商於發出終止協議通知後三個營業日內償還有關該等貸款之結欠
金額。於本財政年度，所有分銷商已產生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營業額約為232,700,000港元，超
過了指定金額。沒有該等分銷商未能達到各自的該等指定金額，而須償還有關該等貸款的任何
款項。

本財政年度內，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營業額約為253,000,000港元（去年財政年度約46,900,000
港元）。此大幅度上升約439.95%，主要原因是從二零零九年五月開始於中國擴大分銷覆蓋範
圍，從而對本財政年度之營業額貢獻約為232,700,000港元。而且，由於增強了對中國若干客戶
直接分銷的渠道，故毛利率由去年財政年度約13.93%上升至本財政年度約14.71%。

山東特利爾醫藥有限公司合作合營企業（「合作公司」）之銷售藥品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合作公司與一獨立第三方，濟南老來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老來
壽」），基於商業原因，友好共同協定終止於中國銷售老來壽之產品之獨家分銷協議，即時生
效。終止此協議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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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合作公司其中一名高級管理人士，其主要負責銷售及市場方面，患上嚴重
健康問題。自此，本集團正尋找合適人選取代。此事影響到合作公司之營業額有大幅下降。

本財政年度內，透過合作公司之藥品銷售約為230,900,000港元，較去年財政年度約323,900,000
港元顯著下降約28.71%，而毛利率從去年財政年度約1.71%下降至於本財政年度約1.63%。

前景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管理層相信，鑒於中國人民對保健意識的持續性增強和國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分銷基因測試服
務具有強大的市場發展潛力。董事相信本集團在中國基因測試市場方面已佔有較大份額，基於
長遠發展計劃，本集團會均衡地採用保護市場和開發市場的措施於基因測試業務上。因此從
2010年起，本集團將把市場作出區域劃分，設立不同市場營銷政策及措施以進一步開發，並建
立本集團可以直接管理的市場銷售渠道，以謀求該項業務的持久及穩定發展。

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於上海成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聯合基因（上海）健
康管理服務有限公司（「聯合基因健康管理」），該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0,000
港元，截止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已投放4,000,000港元及用於健康管理中心業務之
啟動及研發資金。聯合基因健康管理之業務範圍包括健康管理服務、健康信息諮詢、保健器械
之批發、以及提供相關配套服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基因健康管理於廣州已設立第一個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基因
組學的健康服務。此健康管理中心反映本集團為日後大規模開展該項業務進行先期嘗試。於本
財政年度，該健康管理中心未產生任何收入，因為它仍然在處於建立提供健康管理服務之研發
及統籌階段。

在對於健康管理中心業務進行市場調查和可行性研究後，本集團計劃在廣州、上海、北京及其
他中國城市建立更多健康管理中心，該為心系醫療機構，及以基因組技術為主要技巧提供個人
疾病預防和促進健康之服務。本發展項目的經費將會由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公司之供股之所得
款項淨額來撥付。供股之詳細資料載於「財務回顧」一節中之「資本架構」段落內。

山東特利爾醫藥有限公司合作合營企業（「合作公司」）之銷售藥品業務

因合作公司之財務表現欠佳及管理層出現接班問題，本集團與合營夥伴人士正在商討合作公司
之業務之將來發展。董事會認為如合作公司管理層出現的接班問題能夠解決，合作公司現時狀
況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生物產業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中國政府國務院發布公告「促進生物產業加快發展若干政策」。自此，中國
生物產業呈現加速發展趨勢。鑑於此開發，本集團計劃積極探索更多生物產業相關的業務，以
增加其收益。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本集團收購中荷（平湖），其主要在中國從事骨粒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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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結果使本集團成為在生物原料貿易方面有所涉足，並透過中荷（平湖），本集團建立與歐洲
生物企業更多的合作和尋求更多的收購機會。

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附註 a）
 （二零零九年：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5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12,164,508,062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九年：6,082,254,031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121,645 60,823

已發行股本之變動概述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217,574,240 2,176
根據認購╱配售協議發行之股份（附註 b） 5,864,679,791 58,647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七月一日 6,082,254,031 60,823
根據供股發行之股份（附註 c） 6,082,254,031 60,82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2,164,508,062 121,645

附註：

(a)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在緊隨股東通過後，透過
增設4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股份，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00,000,000港元增至
5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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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下列認購╱配售協議為集團重組之一部分，並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上
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共發行5,864,679,791股股份。

協議 認購人╱承配人 已發行股份 每股價格 所籌集總額 股本 股份溢價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之認購協議

凱佳控股有限
 公司

4,133,910,560 0.0145 59,942 41,339 18,603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二十四日
 之配售協議

博大證券有限
 公司

576,923,077 0.0520 30,000 5,769 24,231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九日之
 認購協議

ADM Galleus 
 Fund Limited

1,153,846,154 0.0520 60,000 11,539 48,461

5,864,679,791 149,942 58,647 91,295

(c)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凱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大唐投資（證券）有限公
司，兩者均作為承銷商，與本公司簽訂一份包銷協議以全面包銷建議供股股份。本公司給予其
股東一個供股建議，按每持有一股現有已發行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
0.052港元之認購價，其結果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之6,082,254,031股普
通股新股份。供股完成後扣除供股費用合共約5,900,000港元之後，集資淨額約310,400,000港元，
當中約90%預計投放用於未來業務拓展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投資於廣州、北京、上海及中國其他
城市等地之健康管理中心及投資於保健產品及口服胰島素等藥品業務。約10%資金將會用作本集
團一般營運資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為約344,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約74,1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4.63，而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則為3.05。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18（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0.23），而該項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之負債總額約97,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約32,3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資產總額約526,7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約
140,200,000港元）計算。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五日，聯合基因健康管理與一獨立第三方簽訂了一份合資企業協議，於
上海共同成立一間有限責任公司，上海途舒館健康管理服務有限公司（「上海健康管理合作公
司」），註冊資本為22,500,000人民幣。聯合基因健康管理已出資部份投資金額900,000人民幣，
其相等於上海健康管理合作公司之百分之二十股本權益。鑑於上海健康管理合作公司的營運未
能體現本集團的經營思想，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聯合基因健康管理與另外一獨立第三方
簽訂了一份股權轉讓協議，以總數900,000人民幣出售了上海健康管理合作公司之百分之二十股
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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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聯合基因健康產業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
據此，收購中荷（平湖）共70%股本權益，代價為15,120,000人民幣。中荷（平湖）為於中國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在中國從事骨粒批發業務。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聯合基因健康
產業於完成股本轉讓後巳向中荷（平湖）進一步注資15,880,000人民幣，餘額4,000,000人民幣將
於發出中荷（平湖）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財務報表後注資。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本集團
公司或相關法團之行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本集團對其外匯風險管理維持審
慎策略，並透過平衡貨幣資產與貨幣負債以及外幣收益與外幣開支減低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
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外幣風險。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之外
幣風險。

僱員人數及薪酬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85（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約184）名全職僱員，大部
分均任職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政策乃僱員包括董事之薪酬須與市場一致，並與業內類
似職責之薪酬水平相符。酌情年末花紅乃根據個人表現而向僱員支付。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
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課程及教育資助。

於本財政年度之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7,7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5,000,000港
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或其附屬公司證券

本財政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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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或本公司附屬
公司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一切守則條文，惟下
文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已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
章程細則之條文，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並膺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
符合是項守則條文目的。

董事會相信，儘管非執行董事之服務並無指定任期，惟董事承諾致力代表本公司及其股東之長
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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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個本財政年度已完全遵守標準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暉明博士、陳偉君女士及蔣迪
小姐）組成，陳偉君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
則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

安達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安達會計師事務所（「安達」）同意，本公告所載之於本財政年度之本集團業績之
數據，等同於本財政年度之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安達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
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
之鑒證業務約定，因此安達亦不會就本公告作出具體保證。

建議更換核數師

已接獲安達通知，由於重組其專業事務，註冊成立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其為一間公
司業務之註冊會計師，繼而接任安達之大部份職務，因此，安達將不會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2010股東週年大會」）上徵求重選為本公司核數師，因此，安達將於2010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
退任。董事建議於安達辭任後委任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新核數師，任期至本公
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董事認為委任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繼續為本公司服務，將會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最佳利益。

安達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其終止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垂
注。除以上段落所述理由外，董事會亦確認並無有關上述更換核數師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垂注。

將於2010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決議案以委任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為本公司新核
數師。

刊登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之 網 頁www.unitedgenegroup.com及
www.irasia.com/listco/hk/unitedgene。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之年度報告（包括根據上市規則所需
要提供的資料）將稍候寄予本公司各股東，並於稍候上截至上述網頁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秦義龍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秦義龍先生（主席）、申曉東先生及蔣健先生，以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暉明博士、陳偉君女士及蔣迪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