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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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YCOON BEVERAGE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大 亨 飲 品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9）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中國大亨飲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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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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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5 435,766 325,060
銷售成本 (365,741) (290,772)

毛利 70,025 34,288

其他收入 5 8,841 6,80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407) (11,312)
行政開支 (55,248) (42,611)
其他經營開支 (13,046) (480)
財務成本 (3,851) (3,0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5,686) (16,396)
所得稅開支 7 (7,430) (1,381)

年內虧損 (13,116) (17,777)

年內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791) (17,777)
非控股權益 1,675 –

(13,116) (17,77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8 (1.21港仙） （3.7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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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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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13,116) (17,777)

其他全面收入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2,358 596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產生之遞延稅項支出 (418) (320)

1,940 276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3,191 287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經扣除稅項 15,131 563

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2,015 (17,214)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0) (17,214)
非控股權益 2,245 –

2,015 (1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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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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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16 158,03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1,646
預付土地補價 5,161 9,541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 –
無形資產 180,632 450
商譽 267,716 –
應收貸款 35 215

非流動資產總額 639,660 169,889

流動資產
存貨 84,515 36,761
預付土地補價 146 266
應收貿易款項 9 86,814 31,9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192 5,773
應收貸款 180 180
衍生金融工具 1,729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24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4,781 62,207

436,600 137,156
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 22,616 4,400

流動資產總值 459,216 141,5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68,805 33,80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債項 105,931 36,137
衍生金融工具 223 –
附息銀行貸款 60,783 45,387
應付稅項 6,825 1,775

流動負債總額 242,567 117,100

流動資產淨值 216,649 24,4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6,309 194,34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7,661 1,702

資產淨值 808,648 192,64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3,641 53,451
儲備 627,175 139,192

780,816 192,643

非控股權益 27,832 –

權益總額 808,648 19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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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於年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硬膠及毛絨玩具，以及製造及銷售飲品。飲品業務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新收購。

2.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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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
露規定而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規定。除了租賃土地及樓宇及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允值計量，以及持作銷售之非流
動資產按賬面值或公允值減出售成本（以較低者為準）計量外，財務報表均已按歷史成本
法予以編製。除另有說明外，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示，所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
之千位。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集團內公司
間之交易及結餘連同未變現溢利均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全數對銷。除非有關交易提供所
轉讓資產減值之證據，否則未變現虧損亦予以對銷，在此情況下，虧損於損益中確認。

於年內購入或售出之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收購生效日起計或計至出售生效日止（視情況而
定），列入綜合全面收入報表內。必要時，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將予調整以使其會計政策
與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所使用者一致。

收購附屬公司或業務採用收購法入賬。收購成本乃按所轉讓資產、所產生負債及本集團
（作為收購方）發行之股權於收購當日之公允值總額計量。所收購之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
負債則主要按收購當日之公允值計量。本集團先前所持被收購方之股權以收購當日公允值
重新計量，而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則於損益中確認。本集團可按每宗交易選擇按公允值或
按應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之比例計算非控股權益。所產生之收購相關成本列作開
支。

由收購方將予轉讓之任何或然代價按收購日期之公允值確認。其後對代價之調整僅於調整
源自於計量期（最長為收購日期起12個月）內所取得有關於收購日期之公允值之新資料時
方與商譽確認。分類為資產或負債之或然代價之所有其他其後調整均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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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權益變動如不失去控制權，入賬列為權益交易。本集團權益及非控股權
益之賬面值均予以調整，以反映其各自於附屬公司之權益之變動。經調整後非控股權益金
額與所付或所收代價公允值之任何差額，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當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時，出售所產生溢利或虧損為以下兩者之差額：(i)已收代價
之公允值與任何保留權益之公允值之總額；及(i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與
任何非控股權益之過往賬面值。以往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與附屬公司有關之金額，入賬方
式相同，猶如相關資產或負債已經出售。

收購後，非控股權益賬面值為按初步確認者，另加非控股權益其後應佔權益變動。即使全
面收入總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後造成虧絀，仍如此入賬。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準則與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之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並對該財務
報表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

　付款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分開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有償還要求條款之
　有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及呈列本期及以往期間的業績及財
務狀況之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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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呈列財務報表

該經修訂會計政策應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財政期間之業務合併。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變動包括非控股權益之估值、交易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或然代價及
分多個階段達成之業務合併之初步確認及其後計量。該等變動將影響商譽金額、發生收購
期間之業績及未來業績。本集團已按照該等準則對收購新飲品業務入賬，有關詳情載於附
註11。

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規定，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之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入賬
列作與擁有人（以彼等之擁有人身份）進行之交易，因此有關交易乃於權益確認。當失去
控制權及該實體之任何餘下權益按公允值重新計量時，則於損益確認收益或虧損。採納經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對本年度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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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 租賃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對租賃
土地之分類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
租賃，並於財務狀況表列作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已刪除此規定，並
要求租賃土地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類，即租賃資產擁有權之所有
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移予承租人。本集團已基於有關租賃開始時存在的資料，重新評估租
約未屆滿的租賃土地之分類，結論是有關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仍屬合適。

於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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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供股分類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之修訂

最低資金提撥要求的預付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6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所有準則會自生效日期後開始之首個期間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中採納。

預期會影響本集團會計政策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資料載列於下文。若干其
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已頒佈，但預期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不會有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該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旨在處理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
量。新準則減少金融資產之計量類別數目，所有金融資產將根據實體用以管理金融資產的
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特性，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公允值收益及虧損將
在損益中確認，惟若干股本投資的公允值收益及虧損則會在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本公司
董事現正評估該新準則於首個應用年度對本集團業務及財務狀況可能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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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報告

本集團根據向本公司董事所匯報用作決定有關本集團業務單位的資源分配及檢討該等單位
表現的定期內部財務資料而識別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向本公司董事所匯報內部財
務資料之業務單位乃按本集團主要業務類別釐定。

本集團已識別以下須報告分類：

－ 製造及買賣硬膠及毛絨玩具；及

－ 製造及銷售飲品。

由於每項業務類別需要不同資源及市場推廣方法，故該等經營分類乃分開管理。所有分類
間之轉撥均按公平價格進行。

分類業績包括所得稅、財務成本、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無形資產攤銷、提早贖回
承付票據之虧損以及其他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業務之企業收入及開支。

分類資產包括除企業資產以外的所有資產，而企業資產由於以集體基準管理而不直接歸屬
於經營分類業務，其中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衍生金融工具、商譽及無形資產。

分類負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衍生金融工具以及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類業務亦不
分配至某項分類之企業負債。分類負債包括應付貿易款項、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概無於須報告分類之間作出不平均分配。

就管理而言，收入、毛利及經營業績乃提供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
現作決定之主要指標。

(a) 業務分類

製造及買賣硬膠
及毛絨玩具 製造及銷售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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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377,998 325,060 57,768 – 435,766 325,060

須報告分類毛利 40,896 34,288 29,129 – 70,025 34,288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2,030) (9,213) 18,545 – 16,515 (9,213)

須報告分類資產 278,877 246,422 117,773 – 396,650 246,422

須報告分類負債 (105,330) (69,030) (68,411) – (173,741) (69,030)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590 10,019 1,547 – 12,137 10,019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271 271 – – 271 271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 (977) 719 – – (977) 719
出售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
　之收益 (1,654) – – – (1,654) –
對滯銷、陳舊及有瑕玼存貨
　所作撥備 9,580 21,520 – – 9,580 21,520
資本開支 7,553 3,786 57,288 – 64,841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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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類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16,515 (9,213)
利息收入 629 47
無形資產攤銷 (3,705) –
不符合資格作對沖交易之衍生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1,506 –
其他企業開支 (11,329) (4,146)
財務成本 (3,851) (3,084)
提早贖回承付票據之虧損 (5,451) –

除所得稅前虧損 (5,686) (16,396)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須報告分類資產 396,650 246,422
商譽 267,716 –
無形資產 180,632 450
衍生金融工具 1,729 –
其他企業資產 252,149 64,573

1,098,876 311,445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須報告分類負債 173,741 69,030
遞延稅項負債 47,661 1,702
衍生金融工具 223 –
其他企業負債 68,603 48,070

290,228 11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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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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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318,089 237,430 – –
日本 29,004 83,830 – –
香港及中國大陸（原籍地） 88,673 3,800 639,660 169,889

435,766 325,060 639,660 169,889

以上地區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非流動資產的地區乃根據資產實際所在地劃
分。

(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最大客戶 252,728 150,008
第二大客戶 48,083 82,166
第三大客戶 26,343* 72,611
其他 108,612 20,275

435,766 325,060

*　第三大客戶獨佔本年度總收入少於10%。

向本集團最大三名（二零零九年：三名）客戶之銷售乃歸屬於製造及買賣硬膠及毛絨
玩具分類。其他包括向所有其他客戶之銷售，各佔總收入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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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435,766 325,060

其他收入
模具收入 554 687
銀行利息收入 623 3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收益－不符合資格作對沖交易 1,506 –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6 10
出售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1,65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77 –
撥回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 603 –
雜項收入 2,918 6,069

8,841 6,803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3,705 –
預付土地補價攤銷 271 271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750 82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25 (140)

875 680

出售存貨成本 290,926 269,2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334 10,019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48,934 103,670
　其他僱員福利 746 647
　退休金計劃供款 4,493 6,608

154,173 110,925

匯兌差額淨額 352 1,200
提早贖回承付票據之虧損*** 5,451 –
無形資產減值*** – 1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977) 719
出售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1,654)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3,052 849
對滯銷、陳舊及有瑕疵存貨所作撥備，
　已計入綜合利潤表內之「銷售成本」 9,580 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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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當中的5,47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6,048,000港元）計入上述「出售存貨成本」
內。

** 僱員福利開支當中的116,92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0,076,000港元）亦計入上述
「出售存貨成本」內。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利潤表「其他經營開支」內。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
作出撥備。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中國大陸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在中國大陸營運的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稅率25%（二零零九年：25%）作出撥備，惟優先稅率適用於有關附屬公司所在
城市則除外。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香港
　年內支出 47 37
本期間－中國大陸 6,913 1,781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470 (437)

所得稅開支 7,430 1,381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14,791,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17,777,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217,954,801股（二零零九年：
475,124,000股）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年內已發行股份。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本集團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影
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就該兩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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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01,195 46,953
減：減值撥備 (14,381) (14,984)

86,814 31,969

本集團與其客戶乃主要按信貸方式訂立貿易條款，當中之信貸期一般介乎14天至60天。本
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之應收款項，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會定期審核過期之結餘。應收
貿易款項均並無計算利息。

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中包括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金額14,381,000港元（未扣除減值虧損
14,38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4,984,000港元），須按本集團主要客戶所獲提供的相若之
信貸期償還。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依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57,226 22,631
31天至90天 28,834 9,338
超過90天 754 –

86,814 31,969

於各報告日期，本集團均審閱應收貿易款項，以個別及整體基準衡量是否有減值證據。減
值之應收款項乃根據其客戶之信貸記錄、財務困難跡象、拖欠還款情況及當時市況而確
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值撥備14,38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4,984,000港
元）從上年度結轉。本年內並無作出額外撥備，但因收回若干債項而撥回603,000港元。上
述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指對一筆應收貿易款項14,38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4,984,000
港元）作出的全數撥備。該應收貿易款項與陷入財政困難的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有關，而
預期將不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強項目。

10. 應付貿易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依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天 24,839 14,842
31天至90天 21,980 9,857
超過90天 21,986 9,102

68,805 33,801

應付貿易款項均無計算利息及正常有30至90天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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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內收購之業務

於二零一零九月八日，本集團收購大亨果茶集團有限公司之82.3%股本。該公司主要業務
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大亨果茶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飲品。大亨果
茶集團之主要營運單位為大亨（天津）食品工業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
註冊成立，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始銷售飲品。收購目的是擴大本集團現有業務組合及擴
闊收入來源。

於收購當日，被收購方之資產及負債如下：

被收購方之
賬面值 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529 54,317
無形資產：
　商標 － 172,684
　客戶關係 － 7,439
應收貿易款項 9,247 9,2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25 3,82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債項 (58,351) (58,351)
應付貿易款項 (372) (372)
遞延稅項負債 － (44,228)

11,878 144,561

減：所收購大亨果茶集團的17.7%非控股權益之應佔部份 (25,587)

所收購資產淨值 118,974

商譽 262,123

所轉讓代價之公允值 381,097

千港元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300,000
　承付票據 81,097

381,097

有關收購大亨果茶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現金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千港元

以現金結算之收購代價 300,000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25)

收購之現金流出淨額 29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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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選擇按所佔可識別資產淨值的比例，計量在大亨果茶集團中的非控股權益。

商譽來自本集團收購此新飲品業務後預期產生之重大協同效益。預期商譽不可作扣稅用
途。

由於預期可收回全數合約金額，因此應收貿易款項並無減值。

自收購日期以來，大亨果茶集團已為本集團之收入及溢利或虧損分別貢獻收入57,768,000
港元及除稅後溢利9,461,000港元。倘收購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已發生，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應為453,455,000港元，並帶來除稅後虧損
8,928,000港元。該備考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並不一定反映在假設收購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
一日完成之情況下本集團實際達到之收入及經營業續，亦不擬作為未來業績之預測。

收購相關成本3,890,000港元經已支銷，並計入其他經營開支內。

金額約81,097,000港元指在實際利率為每年5.346%之情況下，承付票據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八日之公允值（賬面值為90,000,000港元）。於完成日期後，本集團已提早贖回承付票據，
較賬面值有3,000,000港元之折讓，導致取消確認承付票據之虧損5,451,000港元，已計入
其他經營開支內。贖回前產生之推算利息為452,000港元，已計入本年度之財務成本內。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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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
九年：無）。

業務回顧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年內業績反映管理層努力發展本集團業務取得成果。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為435,766,000港元，較上年度
增長34%（二零零九年：325,06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毛利為70,025,000港元，
較上年度大幅增加104%（二零零九年：34,288,000港元）。收入及毛利的大部份增
長歸因於本集團最近將業務擴展至製造及銷售飲品產品。

年內，玩具部門與數名新客戶達成業務往來，其中包括兩名以銷售量計位居全球
十大玩具商之客戶，使該部門的收入溫和增長16%至377,998,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325,060,000港元）。儘管物料成本上漲、二零一零年五月廣東省的強制性最
低工資上升、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但在銷售量上升、營運效率提高及價格利
潤改善下，該部門的毛利增加19%至40,8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4,288,000港
元）。玩具部門之經營虧損為2,03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213,000港元），較上
年大幅減少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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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通過成功收購大亨果茶集團有限公司之82.3%股本權益，
本集團在業務發展中跨出一大步。該公司的附屬公司（與該公司合稱為「大亨果
茶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飲品，而現時主要之產品系列為經典山楂果茶。
收購大亨果茶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完成，成功令本集團達致業務多元化發
展以及擴闊收入基礎。於收購日期，所收購的主要可識別資產，即生產機器及
設備以及無形資產（包括大亨商標及客戶關係），公允值分別為54,317,000港元及
180,123,000港元。收購大亨果茶集團所產生之商譽為262,123,000港元。自收購日
期以來，新收購業務對本集團業績分別貢獻收入57,768,000港元、毛利29,129,000
港元及經營溢利18,54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4,79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7,777,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1.21港仙（二零
零九年：3.74港仙）。虧損主要來自玩具部門之經營虧損、其他經營開支包括無形
資產（商標及客戶關係）之攤銷3,705,000港元、提早贖回承付票據之非現金虧損
5,451,000港元及飲品業務之收購相關成本3,890,000港元。為供參考，若撇除上述
一次性其他經營開支，包括提早贖回承付票據的虧損及飲品業務之收購相關成本
合共9,341,000港元之影響，本集團則應會錄得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虧損5,450,000港
元，業績較上年度大幅改善。

本集團錄得其他全面收入總額15,131,000港元，其中包括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
額13,191,000港元。因此，本集團年內之全面收入總額為2,015,000港元，而上年
度則錄得全面虧損總額17,214,000港元。

前景

鑑於原料價格上漲、珠三角地區勞工短缺、另廣東省的強制性最低工資調升近
20%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生效，加上人民幣持續上升等因素，因此預期玩具製造
業於二零一一年的經營環境仍會充滿挑戰。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設備及員工培
訓，務求提升生產力以抗衡生產成本之上升。為了控制成本和改善效率，本集團
亦已於二零一一年初精簡玩具部門之營運。透過控制成本，玩具部門將繼續尋求
達致最高的經營溢利率。

董事會對新飲品部門於二零一一年之表現感到樂觀。預期中國整體消費市場將繼
續受到經濟蓬勃及可支配收入上升之帶動而持續擴大。城市及農村地區的收入增
長，將直接帶動飲品市場蓬勃發展。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新產品之開發，以致優化
和增加產品種類，以滿足顧客之期望。此外，本集團將運用靈活及有效之市場推
廣策略，盡力發揮營銷力量，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和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大亨品牌
形象。本集團亦有計劃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覆蓋至中國各主要城市。為了抗衡
飲品原料價格持續上漲之影響，本集團有計劃加強成本控制、精簡管理流程及優
化產品組合，以建立具成本效益之營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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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鑑於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及其龐大之消費市場，管理層對本集團之飲品
業務將繼續有理想表現，並於往後年度對本集團業績帶來正面貢獻感到樂觀。

企業管治

本公司了解到，為了提升本公司管理以及維護股東之整體利益，良好之企業管治
非常重要。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內之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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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經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後，方在審核委員會建議下由董事會正式批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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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勞明智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主席）；六名執行董事勞明
智先生（行政總裁）、宋泰山先生（營運總監）、陳玉儀女士、王敬渝女士、石智強
先生及安殷霖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明輝先生、黃國泰先生及梁碧霞女
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