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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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NICORP LIMITED
兩儀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

股價敏感資料

未經審核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佈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作出。

為確保本公司全體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公平及時獲取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妥為編製。

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垂注，嘉漢即將發表之季度財務業績（包括本集團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載者）乃採用加拿大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其與編撰及呈列本
集團單獨之財務業績及相關財務資料所使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同）而編製。
因此，嘉漢即將公佈之財務業績所載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無法與本公司作為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公司而披露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直接比較。本公
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亦請垂注，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不能作為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之指標，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
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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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嘉漢林業國際有限公司（「嘉漢」）計劃大
約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六時正，多倫多時間，即香港時間下午七時正）
發佈其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之未經審核業績。嘉漢因此獲提供
本公司若干財務資料以編製其第三季度綜合財務報表。

為確保本公司全體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公平及時獲取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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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1,137 8,975

銷售成本 (5,088) (5,125)
  

毛利 6,049 3,850

其他收益及收入 827 1,1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181) (3,257)

行政開支 (31,313) (27,904)

其他經營開支， 淨額 (20,808) (30,102)

融資成本 (10,004) (17,1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667) (1,781)
  

除稅前虧損 (61,097) (75,156)

稅項抵免 305 83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60,792) (75,07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 (47,772) (66,591)

非控股權益 (13,020) (8,482)
  

 (60,792) (75,073)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

基本 (13)港仙 (2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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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802 17,20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448 1,448
預付款項及按金 1,989 3,128
森林特許經營權及砍伐權 744,302 747,384
商譽 7,624 7,624
聯營公司權益 – 20,962
  

非流動資產總值 783,165 797,751
  

流動資產
存貨 7,856 6,92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35 2,948
預付款項及按金 1,673 1,3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32,594 40,916
  

流動資產總值 643,058 52,09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351 5,924
已收按金 283 22,854
已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按金 22,565 –
  

流動負債總值 34,199 28,778
  

流動資產淨值 608,859 23,3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92,024 821,069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41,800 237,000
遞延稅項負債 73,502 73,807
  

非流動負債總值 215,302 310,807
  

資產淨值 1,176,722 51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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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6,732 3,145

儲備 907,737 231,844
  

 914,469 234,989

非控股權益 262,253 275,273
  

總權益 1,176,722 510,262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期（「九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總收益
11,1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4.1%。

本集團收益增加因原木及木材產品銷售訂單於九個月期間大幅增加所致。本集團於
九個月期間之毛利約為6,04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850,000港元增加約2,199,000

港元。增長大部份與收益增加吻合。由於原木及木材產品之平均售價增加，九個月
期間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42.9%增加11.4個百分點至54.3%。

九個月期間之其他收益及收入達8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158,000港元減少331,000

港元。減少主因乃上個期間出售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股本投資所帶來之一筆
過收益1,066,000港元所致，而九個月期間則並無有關交易。

銷售及分銷成本主要為銷售原木及林木產品所引致之貨運、躉船及船運費用，由
去年同期3,257,000港元增加至九個月期間之4,181,000港元。於九個月期間，銷售及
分銷成本佔銷售百分比並無大幅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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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個月期間，行政開支增加3,409,000港元至31,313,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乃主
要由於業務擴張計劃而招聘新僱員導致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為購股權開支7,09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24,334,000

港元）及陳舊存貨減值4,15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無）。計入九個月期
間其他經營開支之其餘開支主要為優化原木堆場規劃、提升現有鋸木廠之產能及改
善我們位於蘇里南Apura的營地的一般生活設施及員工宿舍產生成本及開支所致。

融資成本10,00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7,120,000港元）為於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發行之本金額共計237,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現有可換股債券」）以及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發行之本金額共計約195,000,000港元（約相當於25,000,000美元）
之可換股票據（「新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融資成本大幅下降乃主要由於根據
本公司與現有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之新條
款，現有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率由10.01%下調至4%所致，而新可換股票據之實際
利率則為每年約18%。此實際利率乃（假設若新可換股票據在到期前未獲兌換、贖
回或購買或註銷）採用貼現率將債券持有人未來現金收入之現值（包括本金額、現
金票面利率每年5%及贖回溢價）設定為相當於複合回報率每年10%減任何已付現金
利息而釐定。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錄得1,667,000港元虧損（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781,000港
元），此乃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應佔之經營虧損，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全數出售。

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穩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
負債分別為643,058,000港元及34,19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
52,096,000港元及28,778,000港元）。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32,594,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916,000港元），無未償還銀行借款（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因此，本集團並無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及其他借款佔本
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之百分比計算）（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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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就嘉漢全資附屬公司Sino-Capital Global Inc.同意以認購價每
股1.82港元合共現金總代價418,600,000港元認購230,000,000股本公司之新普通股而
訂立之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認購」）以及就Greater Sino Holdings Limited（「Greater 
Sino」）同意認購本金總額25,000,000美元新可換股票據而訂立之可換股票據認購
協議（「新可換股票據認購」）均告完成。新可換股票據可以每股換股股份2.002港元
之初步換股價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倘若獲全面轉換，新可換股票據可轉換為
97,077,922股本公司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現有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發出換股通知書，將全部237,000,000

港元現有可換股債券按每股換股股份2港元之換股價進行換股。於全部現有可換股
債券進行換股時，本公司發行118,500,000股新普通股，其中106,164,150股由嘉漢最
終持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673,249,152股股份。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銷售額以港元及美元列值，與呈列本集團有關成本及開支之貨
幣相同，本集團所承受外匯波動風險有限。董事會認為，近期美元貶值不會對本集
團產生重大影響。於九個月期間，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尚未使用之對沖工具。

前景

繼股份認購及轉換現有可換股債券完成後，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嘉漢集體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9.3%，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由於上述原因及新可換股票據認購之完成，三名新成員陳德源先生、W. Judson 

Martin先生及馬世民先生分別獲嘉漢及Greater-Sino提名，並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分別
加入董事會，而W. Judson Martin先生更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總裁兼行政總裁。彼
等在各自之商業領域擁有豐富經驗，令本公司能更有效地為股東帶來更大價值。
有關新董事會成員履歷之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及二零
一零年八月十七日發表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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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的持續改善及穩步增長及家居消費的普遍上升將擴大對輸入木
質纖維及木製產品的需求並拓寬纖維供應缺口。為了在此有利可圖之市場獲利，
本公司將藉著多年建立穩固的根基以及與嘉漢之新策略關係，繼續將本集團之林
業資產基礎作全球性增長及擴展。例如，在嘉漢與本集團進行控股交易之前，嘉漢
得悉新西蘭一幅珍貴輻射松種植場（被稱為曼加卡希亞森林，包括面積約13,000公
頃永久業權土地及目前所容納的5,600,000立方米輻射松）（「曼加卡希亞森林」）可能
將被拍賣。為免錯失良機，嘉漢競投是項資產，並成功投得，而收購事項最近已於
二零一零年十月完成。在與嘉漢磋商後，兩間公司同意將曼加卡希亞森林轉讓予
兩儀將會增加彼此之協同效益。轉讓價將參考嘉漢所付代價加上因收購該等資產
有關所合理引致之一切成本及開支而釐定。倘若是項交易得以落實，本公司森林
資產基礎在加上曼加卡希亞森林後，木材組合將由蘇利南的優質熱帶硬木，擴展
至生長迅速之軟木，以增強本公司從國外搜羅木材以彌補中國日益缺乏木材之策
略。此外，由於曼加卡希亞森林年齡分類大部份處於成熟期，可即時砍伐並為本公
司帶來盈利及現金流。

展望將來，我們相信本公司與嘉漢的合作關係將加快林木業務之擴展計劃，從而
以較快速的步伐改善本集團經營業務及充份擴大股東價值。

前瞻性陳述

本公佈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資料涉及重大風險、不明朗因素或其他非本公
司能控制之因素，可對未來之預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有關業績或因此有別於董
事會作出之任何前瞻性陳述。該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總體經濟狀
況、競爭、新經營項目、巨額的舉債及償債、政府法規、利率、未來的恐怖活動、
流行性感冒及其他類似疾病爆發及流行病、保險、與於蘇里南之森林特許經營權
及基礎設施相關之風險以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發佈之本公司年報中詳細
敘述之其他因素。吾等並無責任（並明確表示不會承擔任何有關責任）因取得新資
料、未來事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前瞻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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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並確認。

本公佈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作出。

務請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垂注，嘉漢即將發表之季度財務業績（包括本集團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所載者）乃採用加拿大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其與編撰及呈列本集團
單獨之財務業績及相關財務資料所使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同）而編製。因此，
嘉漢即將公佈之財務業績所載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無法與本公司作為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公司而披露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直接比較。本公司股東及有
意投資者亦請垂注，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不能作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之指標，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兩儀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W. Judson Martin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W. Judson Martin先生
及許棟華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德源先生及馬世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自強先生、湯宜勇先生及王堅智先生。

網址：http://www.omnicorplimited.com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