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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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之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ENHEART GROUP LIMITED
綠森集團有限公司 *

（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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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綠森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零九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6,714 11,226

銷售成本  (7,906) (5,412)
   

毛利  8,808 5,814

其他收益及收入 4 2,288 1,137

銷售及分銷成本  (6,519) (4,731)

行政開支  (50,043) (41,821)

其他經營開支  (36,502) (34,362)

融資成本 6 (14,778) (20,88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667) (1,72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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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5 (98,413) (96,571)

稅項 7 587 191
   

本年度虧損及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97,826) (96,38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  (78,784) (86,247)

 非控股權益  (19,042) (10,133)
   

  (97,826) (96,380)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18)港元 (0.2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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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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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42 17,20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76 1,448

商譽  7,624 7,624

森林特許經營權及砍伐權  741,435 747,38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20,962

預付款項及按金  5,208 3,128
   

非流動資產總值  780,485 797,751
   

流動資產
存貨  9,855 6,92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3,134 2,948

預付款項及按金  1,962 1,3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612,784 40,916
   

流動資產總值  627,735 52,09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10,143 5,924

已收按金  23,149 22,854
   

流動負債總值  33,292 28,778
   

流動資產淨值  594,443 23,3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74,928 82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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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89,804 237,000

遞延稅項負債  73,220 73,807
   

非流動負債總值  263,024 310,807
   

資產淨值  1,111,904 510,262
   

股本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6,811 3,145

儲備  848,862 231,844
   

  855,673 234,989

非控股權益  256,231 275,273
   

總權益  1,111,904 51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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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記賬法編製，惟透過損
益按公平值列賬之上市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另有說明者外，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
一切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變更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通過之一項董事會決議案，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起，本公司之
功能貨幣由港元（「港元」）改換為美元（「美元」）。本公司改換功能貨幣之原因為考慮到（其中
包括）事實上本集團之林業及木材業務（為本集團僅有之一項主要業務）乃主要以美元進行交
易。改換功能貨幣之影響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按無重大影響追溯性入賬。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以股份支付
  －集團內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持作出售之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 － 計劃出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對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4號之修訂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
  之租賃年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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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進一步闡述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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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包含於二零
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之影響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引入了有關業務合併會計處理的多項改變，其將影響
非控股權益的初始計量、交易成本的會計處理、或然代價的初始確認及隨後計量及分
階段完成的業務合併。該等變化將影響所確認的商譽金額、發生收購期間的報告業績
及日後報告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在不喪失控制權下對附屬公司擁有權益的變動應
作為權益交易入賬。因此，這樣的變動不會影響商譽，亦不會產生收益或損失。此外，
該修訂改變了對該附屬公司的損失及其控制權喪失的會計處理。隨後對各種標準的相
應修訂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香
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的變動已提早應用，並影響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後之收購、喪
失控制權及與非控股權益的交易的會計處理。

(b)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制定對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條文。採納部份修訂可能會導致會計政策變
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的主要修訂的詳情
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澄清只有當分部資產及負債被計入首席經營
決策者採用的計量中時，才需呈報相關分部資產及負債。採納該修訂後，由於目
前首席經營決策者並不審閱，因此本集團將不再披露分部資產資料。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規定只有財務狀況表內已確認資產所產生的支
出，方可分類為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刪去有關土地租賃分類的特定指引。因此，土地租賃
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一般指引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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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內基本上只經營一個營
運分部，因此並無呈列營運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5,740 10,600

蘇利南 974 626
  

 16,714 11,226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客戶所處地點。

(b)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391 24,941

蘇利南 775,094 772,810
  

 780,485 797,751
  

4. 收益、其他收益及收入
收益指已售貨品扣除出口稅項及退貨款、貿易折扣後之發票總值與本年度內已收及應收租金
收入之總和。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原木及木材產品 16,714 10,755

租金收入 – 471
  

 16,714 11,226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388 33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所得收益 64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上市股本投資之收益 – 1,066

出租廠房及機器之租金收入 828 –

其他 8 38
  

 2,288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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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森林特許經營權及砍伐權攤銷 5,949 1,929

減：存貨中的資本化金額 (3,491) (44)
  

於銷售成本中支銷的本年度支出 2,458 1,885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310 330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 5,56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328 –

已售存貨成本 5,448 3,527

折舊 3,762 2,728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14,714 20,883

聯營公司貸款之利息 64 –
  

 14,778 20,883
  

7.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於香港錄得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
零九年：無）。由於在海外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
根據相關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就海外所得稅計提任何撥備（二零零九年：無）。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抵免：
 遞延稅項 587 191
  

8.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以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445,979,969股（二零零九年：314,147,234股）為基準計算。

就呈列之每股攤薄虧損金額而言，由於該等年度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對呈列之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效應，因此並無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各年度之呈列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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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3,303 2,639

減值 (310) (330)
  

 2,993 2,309

其他應收賬款 141 6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3,134 2,948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即期信用狀或信貸期30日至45日之記賬交易。此等記賬
交易通常需要支付20%-30%按金。每位客戶均有其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尋求維持嚴緊控制其
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以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就過期款項進行審閱。鑒於
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事實上乃與大量各種各樣的客戶有關，並無明顯的信貸集
中風險。貿易應收賬款並不計息。

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減值後，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647 312

1至3個月 342 1,680

3個月以上 4 317
  

 2,993 2,309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682 104

其他應付賬款 2,835 2,424

應計費用 6,626 3,396
  

 10,143 5,924
  

貿易應付賬款為免息，及通常以60日之期限進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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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682 104
  

11.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發生以下重大事項：

(a)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Green Source Holdings Limited

（「Green Source」）與嘉漢林業國際有限公司（「嘉漢」）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Sino-Wood 

Trading Limited（「Sino-Wood」）就由Green Source（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向Sino-Wood（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供應包括原木、立木、農林、木材相關及農業相關產品訂立一項主買
賣協議。

(b)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與Sino-Capital Global Inc.（「Sino-Capital」）及嘉漢訂立
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以代價最多約288,600,000港元（相等於37,000,000

美元）購入於Mega Harvest International Limited（「Mega Harvest」）之全部股本權益連同其
股東貸款。Mega Harvest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附屬
公司於新西蘭擁有一幅永久業權土地面積約13,000公頃及可砍伐淨面積約11,000公頃的
輻射松種植場。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之公佈及日期
為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之股東通函內。

(c) 根據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之買賣協議，Greenheart Forest (Suriname) FT 

Limited（前稱Ample Victory Investments Limited）（本公司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向
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Vista Marine Services N.V.60%之股本權益。Vista Marine Services 

N.V.為一間於南美洲蘇利南註冊成立之公司，掌控128,000公頃的硬木砍伐權。有關進
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網站新聞稿（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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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對於本公司而言，二零一零年是充滿變化的一年。首先，本公司增強其股東基礎，
並引入嘉漢持有絕大部份股權，並於隨後任命高層人員加入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
層。繼而，本公司制訂其致力於成為領先、負責任及可持續的林業公司的新全球戰
略。透過重大更名舉措包括將本公司名稱更改為綠森集團有限公司、推出新版三
語網站、搬遷至更大的香港公司總部及僱用關鍵高級林業專才以支持此戰略。為
配合嘉漢的呈報職能，本公司亦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其核數師。此外，本公司
亦藉收購於新西蘭的軟木種植場（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及透過額外128,000公頃增
加於蘇利南的特許經營權增加及多元化其國際資產基礎。所有這些關鍵發展，對
於本公司成為全球富有可持續森林及林業相關資產的領先及負責任的林業公司的
新全球願景至關重要。

隨著嘉漢之再度支持，憑藉委任陳德源先生為主席、任命William Judson Martin先
生為行政總裁、總裁兼執行董事及任命馬世民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董事會亦獲加
強。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本公司亦任命Andy Fyfe先生為
首席營運官，Andy Fyfe先生為擁有逾30年經驗之林業方面專業人士，經驗相當豐
富。該等任命對於確保符合企業管治、資本市場專長及國際林業經驗之國際最佳
常規極為必要。

本年度之財務報表將為開啟公司新篇章前過往財務報表中之最後一份。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總額16,714,000港元，
較二零零九年增加48.9%，而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降低至78,784,000港元，
而二零零九年為86,247,000港元。

收入增長主要由於本年度原木及木材產品銷量大幅增加所致。本年度本集團之毛
利約為8,808,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約5,814,000港元增加約2,994,000港元。毛利增
加與收益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相符。

本年度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為2,288,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之1,137,000港元增加
1,151,000港元。此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銀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而銀行利息收入增
加乃由於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及確認設備租金收入828,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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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主要指原木及林業產品銷量增加引致之貨運、躉船及船運費用，
由二零零九年之4,731,000港元增加至本年度之6,519,000港元。於本年度，作為收入
之某一百分比，銷售及分銷成本並無顯著波動。

於本年度，行政開支增加8,222,000港元至50,043,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反映本公
司僱用經驗豐富的員工以促進本公司的增長計劃之擴張。專業費用增加乃主要由
於本年度內為支持本公司全球擴張而提供之服務、若干企業活動的合規服務及本
公司於香港的公司總部搬遷引致租金及其他開支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指購股權開支13,86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4,334,000港元）、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5,56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2,32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本年度錄得之餘下開支主要指優化原木堆場規
劃、提升現有鋸木廠之產能及改善本公司位於蘇利南Apura的森林營地及員工宿舍
的一般生活設施產生成本及開支。

融資成本14,77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0,8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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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可換股債券」）及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發行之本金額共計約195,000,000港元（相當於25,000,000美元）之可換股票據之
利息開支。融資成本大幅下降乃主要由於根據本公司與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於二
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之新條款，舊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率由每年
10.01%下調至4%所致，而新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率為每年約11.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錄得虧損1,66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725,000港元），反
映本集團分佔該聯營公司之經營虧損。該聯營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被悉數出售。

二零一零年是基礎、公司及戰略改變的一年，我們預期這將對往後年度產生財務
影響。本公司已開始取得可觀改善，而本年度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由二零
零九年之86,247,000港元減少至78,784,000港元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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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屬強勁。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及流動負債分別為627,735,000港元及33,29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分別為52,096,000

港元及28,778,000港元），其中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12,784,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40,916,000港元），無未償還銀行借款（二零零九年：無）。因此，本集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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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無（二零零九年：無）。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兩份認購協議獲完成。第一，本公司與嘉漢之全資附屬公司
Sino-Capital訂立一份股份認購協議，據此，Sino-Capital同意認購230,000,000股本
公司新普通股（認購價為每股1.82港元，現金代價總額為418,600,000港元）（「股份認
購事項」）。本公司亦與Greater Sino Holdings Limited（「Greater Sino」）訂立一份可換
股票據認購協議，據此Greater Sino同意認購金額共計25,000,000美元之新可換股票
據。新可換股票據可按初步轉換價每股換股股份2.002港元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假設悉數轉換，新可換股票據可轉換為97,077,922股本公司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接獲舊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之轉換通告，以按每股換股股份
2港元之轉換價將全部237,000,000港元之舊可換股債券轉換。於轉換全部舊可換股
債券時，本公司發行118,500,000股新普通股，其中106,154,150股普通股乃由嘉漢最
終持有。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681,149,152股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本集團於現金及財務管理方面採取保守之庫務政策。現金一般存放為短期存款，
主要以美元及港元列值。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需求定期予以檢討。於為新投
資融資時，本集團將繼續維持強勁資本架構。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銷售額以與港元掛鈎之美元列值，而本集團大多數於海外產生
之成本及開支亦以美元列值，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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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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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尚未使用之對沖工
具。然而，我們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現有營運及日後新投資產生之所有可能匯
率風險，並將實施所需對沖安排，以減輕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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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自金融危機中恢復及其預測於未來十五年國內生產總值以7%的速度增長代表
了中國近期長達十年之久的城市化及消費潮，對建設及基礎設施發展的需求更大。
於中國近期公佈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中，中國中央政
府擬使中國減少依賴出口，而更專注於國內消費，以消除城鄉差距。住房和城鄉建
設部預期，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二五年期間超過300,000,000現居住於農村地區的中
國人口將遷移至城市。這已促使產生截至二零一二年前將建設15,400,000套社會福
利性住房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前建設多於200座新農村城市之新目標。

受新住房及木製終端產品需求日益增長帶動，中國對建設中木製纖維及產品（如傢
具及嵌板）之需求已經增大。儘管需求增大，惟中國國內森林及木製纖維之供應有
限，致使中國近期於二零一零年進口約25,000,000立方米軟木原木，相等於全球進
口量的三分之一。中國木材缺口已逐步擴大，現每年已達約100,000,000立方米。預
期於二零一五年缺口將達150,000,000立方米，為本公司創造一個重要契機。董事相
信，中國對本公司產品之強勁需求將繼續為中國日益擴大的木材缺口、本公司於
中國利用嘉漢的分銷及銷售及營銷網絡的能力及本公司持續供應硬木及軟木的能
力所推動。

作為嘉漢可持續及可盈利林業資產的國際收購載體，本公司將繼續增加及擴張其
現有經營及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經營。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
與嘉漢及Sino-Capital已訂立一份買賣協議，據此，Sino-Capital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
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收購Mega Harvest股本中的全部已發行股份。 Mega Harvest透過
其附屬公司擁有新西蘭曼加卡西亞森林（「曼加卡西亞」）一幅永久業權土地面積約
13,000公頃及可砍伐淨面積約11,000公頃的輻射松種植場。曼加卡西亞擁有5,600,000

立方米的已成熟及速生輻射松。待完成是項交易，本公司將可以新西蘭的可持續
種植場多元化其於南美洲的熱帶硬木組合，這將增強本公司填補中國木材缺口的
能力。預期曼加卡西亞將很快為本公司之現金流帶來積極貢獻。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本公司亦宣佈，其已收購Vis ta  Mar ine Serv ices 

N.V.（「Vista」）60%之控股股權，Vista乃以蘇利南為基地控制128,000公頃硬木特許
經營權之若干砍伐權之私營公司。該特許經營權位於南美洲蘇利南Sipalawini區，
環繞布羅科蓬多湖，估計每年可砍伐約100,000立方米。是項交易會將本公司於蘇
利南管理之特許經營權增加至約312,000公頃，而此項收購之成本對本公司整體而
言並不重大，本公司對Vista之前景及其將帶來之積極影響持樂觀態度。Vista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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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團之一部份，其總部將與Greenheart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現總部合併，
成為新綠森蘇利南總部。是項收購將進一步推動本集團作為蘇利南領先及最大森
林特許經營權擁有者及成為全球農林公司之策略。

本公司致力於成為一間負責任地增長之公司，它積極尋求可持續及可贏利全球資
產。憑藉嘉漢的支持、經驗豐富的董事會及管理層及強勁的財務狀況，本公司正蓄
勢待發，擴張其全球足跡，享有可持續及可贏利集中資產。本公司將於董事認為必
要及適當之時候就任何潛在投資機會之進展進一步發表公佈，以確保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董事相信，本公司之基礎已經奠定，二零一一年將是可贏利投資及可持續保存之
年。憑藉我們的母公司、嘉漢及股東的支持，及透過按計劃實施業務發展，我們相
信我們可以實現成為領先、負責任及可持續林業公司的全球願景。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支付約13,727,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約2,630,000港元）用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無）。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
日由本公司股東採納）就本公司股本中38,343,56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授出
有效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1,250,000份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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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約為163名。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1,310,000港元。僱員之薪酬包
括工資及根據本集團業績及個人表現發放之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向各層次之員工
提供醫療及退休福利計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自強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席）、湯宜勇先生及王堅智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已與管理
層一起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本集團之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承諾維持高標準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公司已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董事會為
改善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繼續不時檢閱其常規，以符合國際最佳常規。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行為守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
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守則」）內所載之規定標準寬
鬆，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已遵守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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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佈載有關於本集團財務狀況、營運業績及業務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
述為本公司對未來事件之預期或信念，並涉及已知及未知之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該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表現或事件與於該等陳述內表述或表
明者顯著不同。

致謝

本集團之成功有賴全體員工之付出、貢獻及專業精神。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
會感謝每位員工之辛勤工作及奉獻，並對各位股東、客戶及供應商之一貫及寶貴
支持表示真誠感謝。

承董事會命
綠森集團有限公司

總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W. Judson Martin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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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eartgroup.com（前網址：http://www.omnicorplimit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