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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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與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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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75,951 128,703
銷售成本 (75,560) (58,884)

毛利 391 69,819
其他收入 1,510 309
銷售及分銷成本 (5,470) (4,150)
行政開支 (27,343) (23,678)
無形資產攤銷 – (684)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減值撥備撥回 – 80,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持有（虧損）收益淨額 (73,410) 40,807
融資成本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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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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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虧損）溢利 4 (104,322) 162,418
所得稅開支 5 (2,934) (326)

期間（虧損）溢利 (107,256) 162,09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273 –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06,983) 162,092

應佔（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07,440) 162,186
　非控股權益 184 (94)

(107,256) 162,092

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07,206) 162,186
　非控股權益 223 (94)

(106,983) 162,092

（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0.06)港元 0.17港元

　攤薄 (0.06)港元 0.1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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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0,538 20,35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 45,000 45,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23 5,050
預付租賃款項 4,417 4,703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 11 50,000 11,929

124,878 87,032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9 394,431 357,648
存貨 11,417 8,727
預付租賃款項 672 66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41,087 20,258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 11 63,558 50,28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9,845 19,51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385 75,720

594,395 532,816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12 – 79,242

594,395 612,0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3 17,592 9,32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086 22,161
已動用孖展信貸 15 9,435 –
應付所得稅 15,625 1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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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57,738 44,130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12 – 42

57,738 44,172

流動資產淨值 536,657 567,8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61,535 654,91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177,050 59,052
儲備 480,598 592,20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57,648 651,254
非控股權益 3,887 3,664

總權益 661,535 65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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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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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申報」而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
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下文載列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此等未經審核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
之改進連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該項經修訂準則引進多項主要變動，包括下列各項：

‧ 收購相關交易成本（股份及債務發行成本除外）將於產生時支銷；

‧ 於被收購方之現有權益將於擁有權權益日後出現變動時按公平值重新計量，所產生
之盈虧於損益賬確認；

‧ 於被收購方之非控股權益將按公平值或其於被收購方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權益比
例計量；

‧ 或然代價將按收購當日之公平值確認；及

‧ 商譽按收購方於被收購方之權益在收購當日之公平值與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之總
額，減去所收購可識別資產於收購當日之金額及因收購而須承擔之負債後之差額計
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載有多項修訂，釐清計量於業務合併時收購無形
資產之公平值之方法，並允許倘無形資產之可用經濟年期相近，則可將該等無形資產合併
作一項單一資產計算。

該等變更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該項經修訂準則規定一家附屬公司在其控制權仍屬集團所有時，其擁有權權益之變動會確
認為股權交易。此外，該準則亦規定倘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所保留於前附屬公
司之任何權益將按公平值重新計量，所產生之盈虧則於損益賬確認。該項原則亦透過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聯營公司之投資」之其後修訂擴展至出售聯營公司之情況。採納該項經
修訂準則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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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於本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造成之影響，惟仍
未能合理估計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3. 分類資料

董事已識別為首席營運決策者，按本集團有關該等分類之內部報告，評估經營分類表現及
分配資源予該等分類。董事認為貸款融資、投資、製造及銷售貨品和物業投資（例如租賃
物業）乃本集團主要經營分類。分類業績指各分類產生或引致之除稅前溢利或虧損。下列
分析呈報予董事，作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基準。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包括下列各項：

(i) 貸款融資：提供貸款融資服務

(ii) 投資：買賣投資

(iii) 製造及銷售貨品：製造及買賣照相、電器及多媒體產品配件

(iv) 物業投資：為賺取租金及資本增值而持有物業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收入及業績

貸款融資 投資
製造及

銷售貨品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售予外部客戶 3,604 (31,811) 103,528 630 75,951

分類業績 3,597 (105,498) 10,156 626 (91,119)

未分配其他收入 558
未分配公司費用 (13,761)

稅前虧損 (104,322)
所得稅開支 (2,934)

期內虧損 (107,256)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類間銷售（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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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貸款融資 投資
製造及

銷售貨品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資產
分類資產 113,558 456,942 68,477 20,638 659,615
未分配公司資產 59,658

綜合總資產 719,273

負債
分類負債 – 9,435 31,556 – 40,991
未分配公司負債 16,747

綜合總負債 57,738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收入及業績

貸款融資 投資
製造及

銷售貨品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售予外部客戶 2,132 49,080 76,744 747 128,703

分類業績 82,129 89,884 2,002 747 174,762

未分配其他收入 309
未分配公司費用 (12,648)
融資成本 (5)

稅前溢利 162,418
所得稅開支 (326)

期內溢利 16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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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貸款融資 投資
製造及

銷售貨品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62,214 411,037 39,479 20,450 533,180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5,910

綜合總資產 699,090

負債
分類負債 – – 26,734 – 26,734
未分配公司負債 17,438

綜合總負債 44,172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歐洲、美國、香港及中國其他地區銷售貨品。物業投資於中國其他地區進
行。投資買賣及貸款融資於香港進行。

下表為按地區市場呈列之本集團營業額分析（不論貨品╱服務之來源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歐洲 43,753 37,422
美國 23,119 12,871
香港 (17,412) 55,034
中國其他地區 7,985 10,070
其他 18,506 13,306

75,951 12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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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前（虧損）溢利

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58 1,1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4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336 333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2,078 280
中國其他地區 856 46

2,934 326

於中國其他地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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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溢利 (107,440) 162,186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重列）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15,598,810 962,077,797

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時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經調
整，以反映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進行之紅股發行（誠如附註14(b)所述）之影響。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對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後存在
反攤薄影響，且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
此，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上述兩個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45,000 45,000

概無就上述財務資產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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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持作買賣投資
　－香港之上市權益證券 351,009 343,445

於首次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投資
　－非上市可換股票據 43,422 14,203

394,431 357,648

1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49,074 28,245
減：呆賬撥備 (7,987) (7,987)

41,087 20,25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

60日內 31,800 14,056
61至150日 9,019 4,812
150日以上 268 1,390

41,087 20,258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大部分以信貸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發票一般須
於發出後30日內償付，惟若干聲譽良好之客戶之信貸期可延至60至15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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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112,929 11,929
應收浮息貸款 22,500 72,500

135,429 84,429

應收利息 629 285

136,058 84,714

減：減值撥備 (a) (22,500) (22,500)

113,558 62,214

減：一年內到期列為流動資產之餘額 (63,558) (50,285)

非即期部分 50,000 11,929

實際利率：

應收定息貸款 年利率
2.5%至20%

年利率
20%

應收浮息貸款 香港滙豐銀行
最優惠利率

加6%

香港滙豐銀行
最優惠利率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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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減值撥備

本集團根據對有關款項可收回性之評估及賬齡分析以及管理層之判斷（包括對信貸質
素變化、抵押品及各借款人之過往收款記錄之評估）釐定減值債務之撥備。

減值債務撥備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年初結餘 22,500 182,500
期╱年內就Key R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作出之
　撥備減少
　－隨債務轉讓安排後收回 – (80,000)
　－隨債務轉讓安排後撇銷 – (80,000)

期╱年末結餘 22,500 22,500

12.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b)
　無形資產 – 127,984
減：減值撥備 – (48,742)

– 79,242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 42

(a) 期內，本集團向福方集團有限公司（「福方」）（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之一家全資附
屬公司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豐域國際有限公司（「出售集團」）之全部股權，代價為
79,200,000港元，以發行330,000,000股每股面值0.24港元之福方新股份之方式支付。
由於售價低於出售集團資產淨值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故已相應於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減值虧損。

(b) 無形資產為有關下列各項之權利：(i)取得中國雲南省普洱市思茅區三片森林之50%林
地使用權及林木所有權及(ii)享有該等森林之50%可供分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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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三片森林之林地使用權及林木所有權的期限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零
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止為期50年。

賬面值對賬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期╱年初 127,984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之添置 – 130,038
期╱年內出售 (127,984) –
減：攤銷 – (2,054)

於期╱年終，分類為持作出售 – 127,984

13.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60日內或應要求償還 16,779 9,214
61至150日 469 20
150日以上 344 93

17,592 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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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於本期間╱年度，本公司股本之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590,516,416 59,052 285,924,015 28,592
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 – – 260,000,000 26,000
發行新股份 (a) 109,184,800 10,918 – –
發行紅股 (b) 1,049,551,824 104,955 – –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c) 21,250,000 2,125 44,592,401 4,460

於期╱年末 1,770,503,040 177,050 590,516,416 59,052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以0.99港元之現金價格配發及發行合共
109,184,800股普通股。

(b)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董事已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發行紅股（基準為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三股入賬列作繳
足之新股份）。該安排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
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於本期間已發行合共1,049,551,824股紅股。

(c) 期內，所授出之合共21,250,000份經調整購股權已按經調整行使價每股普通股0.396
港元行使。

15. 孖展信貸

本集團獲受規管證券經紀行授予孖展信貸172,31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68,870,000港元），據此，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394,431,000港元（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354,442,000港元）乃作為所授信貸之抵押品。合共9,435,000港元（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之信貸已被動用，根據該已動用信貸，質押予證券經紀行
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賬面值為26,38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該已動用信貸乃按7.236%之年息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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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之盈利警告公佈中所預計，本集團於本
年度上半年錄得虧損，乃主要由於持作買賣投資之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所致。於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07,400,000港元，而上
一期間則為溢利約162,200,000港元。期內營業額約為76,0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約128,700,000港元減少41%。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
九年：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投資

期內，本集團之證券買賣業務錄得合共約105,500,000港元之已變現及未變現虧
損（二零零九年：約89,900,000港元之收益）。期內已變現虧損約31,800,000港元
已作為該業務分類之負營業額列賬，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已變現收益及營業額約
49,100,000港元。

製造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主要市場之銷售情況恢復至金融海嘯
爆發前之水平，本集團之製造分類錄得貢獻約10,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2,000,000港元）。製造分類之總營業額由上一期間約76,700,000港元增加約35%至
約103,500,000港元。

貸款融資

提供貸款融資所產生之營業額為3,6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2,100,000港
元。然而，該分類之業績由去年同期約82,100,000港元減少至約3,600,000港元，
此乃由於去年同期之業績包括先前作出之80,000,000港元之減值撥備已被撥回所
致。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作出任何重大撥備或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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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下半年之前景喜憂參半。經濟持續復蘇加上利率低企及通脹加劇預期會於未來數
月推動市場向更高水平發展。然而，政府為防止因流動性資金充裕而形成資產泡
沫所採取之措施可能會使市場變動不定。此外，全球經濟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
因素（如美國經濟之復蘇速度及若干歐元區國家之主權債務問題等），而該等因素
可能會加劇市場波動。

本集團將在經營業務方面繼續審慎行事及採取審慎措施。本集團亦繼續致力於業
務多元化戰略及擴闊本集團之長期可持續收入基礎，並積極物色適合之投資機會
以為股東提升本公司價值。為此，正如二零一零年八月所公佈，本公司已就可能
收購山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1%之多數權益訂立一項初步協議。山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為一間已開發出一項可用於製造多晶硅（即太陽能價值鏈中所使用之主
要原材料）之創新技術並獲得有關專利之公司。該收購事項之條款仍在洽談中及
有待最終確定。董事認為，該收購事項（若得以成功進行）將使本公司有機會在潔
淨科技市場處於有利地位。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成功完成一項涉及109,184,800股股份之股
份配售，配售價為每股0.99港元，集資所得款項淨額105,200,000港元。此外，經
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八月根據紅股發行（基準為每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三股新股）發行1,049,551,824股
新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53,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75,7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

594,4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12,1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權益為657,6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651,300,000港
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已動用孖展信貸
9,4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外，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及其
他借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獲受規管證券經紀行授予孖展信貸，乃以本集
團按公平值394,431,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57,648,000港元）計
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作抵押。根據已動用信貸，質押予證券經紀行之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賬面值為26,383,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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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貨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所持大部份資產以港元計值，故並無承受外幣風險。本集團之製造業務之
最大銷售市場為歐洲，佔本集團銷售額約42.3%。為避免歐元波動之貨幣風險，
管理層選擇採取較審慎之銷售政策，主要接受以美元報價之銷售訂單，以便能在
穩定之外匯環境下發展正常貿易業務。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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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
執行董事須按特定年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非按特定年期委任，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連
任。根據本公司現時之細則第87(1)條，各董事須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席
退任一次，亦表示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
錄十載列之規定標準（「標準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均
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標準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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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時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繆希先生、Agustin V. Que博
士及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審
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繆希先生、Agustin V. Que博士及
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就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之所有薪酬
制定本集團政策及架構，並向本公司董事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佈亦刊登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mascotte/index.ht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
之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代表董事會
代理行政總裁
老元華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Peter Temple Whitelam先生（主席）、老元華先
生（代理行政總裁）、林叔平先生、宋佳嘉女士及胡耀東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繆希先生、Agustin V. Que博士及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