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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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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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it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9）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業績公佈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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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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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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21,786 97,586

銷貨成本  (84,615) (234,974)
   

毛損  (62,829) (137,388)

其他收入  795 3,62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912 9,643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700 –

可換股債券重組之收益  – 9,400

持作交易用途之投資之淨（虧損）收益  (8,296) 668

經銷費用  (40,708) (102,932)

行政支出  (45,039) (60,438)

其他支出  (38,244) (2,334)

研發開支  (6,354) (3,701)

呆壞賬撥備  (37,406) (95,055)

有償合約撥備  – (7,97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9,328) (20,000)

商譽之減值虧損  – (3,93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1,903 –

財務費用  (17,945) (31,432)
   

稅前虧損  (232,839) (441,855)

所得稅支出 5 (492) (2,052)
   

本年度虧損 6 (233,331) (443,907)
   

其他全面收入
 於出售海外業務後匯兌差額之重新分類調整  (368) –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6,719 1,93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6,351 1,931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226,980) (441,976)
   

   （經重列）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3.38)港元 (11.3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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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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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3 46,859
 商譽  – –
 可供出售投資  – –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20,000 –
 無形資產  – 730
 預付租賃款項  2,678 2,664
   

  53,091 50,253
   

流動資產
 存貨  35,378 99,277
 應收貿易賬項 9 5,082 46,04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5,736 48,701
 可收回稅項  2,600 2,818
 應收股東款項  – 127
 預付租賃款項  79 77
 持作交易用途之投資  11,113 –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4,450 –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681 24,117
   

  76,119 221,15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0 4,647 6,602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41,269 35,597
 衍生金融工具  377 –
 可換股債券  4,136 152,000
 借款  5,000 –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10,000
 應付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 21,011
 應付稅項  891 1,995
   

  56,320 227,20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9,799 (6,0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2,890 44,2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236 151,336
 儲備  63,654 (107,129)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72,890 4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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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按照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名稱已由如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更改為叁龍國際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生效。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一系列保健產品、醫藥產品和如烟霧化烟。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為方便讀者閱覽，本集團採用港元作為其呈列貨
幣。董事認為港元可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更有意義的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經修訂於二零零八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經修訂於二零零八年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二零零九年發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二零零八年發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其中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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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本集團將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該業務合併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實行。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之要求，就有關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權益變動，不論是取得或
失去控制權，其有關會計處理皆由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年度應用。

由於本年度並無進行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之交易，故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因此而進行之修訂，對本集團
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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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未來期間之業績或會受未來交易所影響，倘該等交易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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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因此而進行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有關租賃土地之分類作出了修
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前，規定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歸類為經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上把租賃土地列為
預付租賃付款。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則已刪除該規定。該修訂規定租賃土地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一般
原則進行分類，即以租賃資產擁有權所附帶風險及回報是否大部份已轉移至承租人為基準。

因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根據租賃開始時所得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
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之分類。本集團並無任何符合資格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規定，倘一家實體按比例向其本身相同類別非衍生股本工具之所有現有擁有人給予供
股、購股權或認股權證，則以任何貨幣固定金額收購一家實體本身固定數目股本工具之供股、購股權或認股權證均
屬股本工具。本集團已提早採納此修訂本，並按修訂本的規定，將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給予其股東的權利
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內以股本工具入賬。如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早採納有關修訂，則年內
虧損將減少約16,636,000港元，而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將減少0.24港元。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二零一零年發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所獲有限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脹及為首次採納者移除固定日期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移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的修訂 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6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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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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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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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收入

收入指扣除折扣、銷售相關稅項及收入後就已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金額。

4) 分類資料

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按經營及呈報分類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如烟霧化烟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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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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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6,202 14,973 18,543 25,099 (2,959) 57,514 21,786 97,586
        

分類（虧損）溢利 (55,195) (102,806) (12,116) 3,033 (123,856) (294,808) (191,167) (394,581)
      

其他收入       795 3,62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912 9,643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700 –

可換股債券重組之收益       – 9,4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1,903 –

持作交易用途之投資
 之（虧損）收益淨額       (8,296) 668

商譽減值       – (3,934)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支出       (12,552) (2,976)

未分配公司支出       (36,189) (32,265)

財務費用       (17,945) (31,432)
        

稅前虧損       (232,839) (441,855)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產生之虧損╱所賺取之溢利，不計及分派中央管理成本、其他收入、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
值變動、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可換股債券重組之收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持作交
易用途之投資之（虧損）收益淨額、商譽減值、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支出、未分配公司支出及財務費用。此乃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式，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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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經營及呈報分類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如烟霧化烟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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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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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46,348 110,691 23,375 41,902 7,595 90,844 77,318 243,43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681 24,117

可收回稅項       2,600 2,818

其他應收款項       2,048 1,040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4,450 –

持作交易用途之投資       11,113 –
        

綜合資產總額       129,210 271,412
        

負債
分類負債 8,777 7,679 7,617 4,210 14,421 28,074 30,815 39,963
        

其他應付款項       15,101 33,247

應付稅項       891 1,995

可換股債券       4,136 152,000

衍生金融工具       377 –

借款       5,000 –
        

綜合負債總額       56,320 227,205
        

為監控分類之間之分類表現及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分配至經營分類，惟持作交易用途之投資、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若干其他應收款項、
可回收稅項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

• 所有負債分配至經營分類，惟衍生金融工具、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借款、應付稅項及可換股債券除外。



8

其他分類資料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如烟霧化烟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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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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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包括於計量分類溢利或虧損或分類資產之款項：

非流動資產添置（附註） 694 2,270 753 107 1,931 826 3,378 3,20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65 1,970 683 697 6,515 10,917 9,163 13,584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85 77 – – – 440 85 517

無形資產之攤銷 – – 753 1,090 – – 753 1,090

滯銷存貨之撥備 7,105 33,990 5,977 – 52,317 157,716 65,399 191,706

呆壞賬撥備 9,801 26,481 8,107 – 19,498 63,574 37,406 90,055

有償合約撥備 – – – – – 7,974 – 7,9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預付租賃款項之（收益）虧損 37 – 17 – 1,280 (2,666) 1,334 (2,666)

研發開支 – – – – 6,354 3,701 6,354 3,70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4,051 – 94 – 5,183 20,000 9,328 20,000
        

附註：兩個年度之非流動資產添置均按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呈列。

主要產品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人參相關產品 6,202 14,973

銷售醫藥產品 18,543 25,099

銷售如烟霧化烟 (2,959) 57,514
  

 21,786 97,586
  

關於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總銷售額逾 10%。

地區分類

本集團主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而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商譽、無形資
產、預付租賃款項及收購物業之按金）及本集團收入絕大部分亦位於╱產生自中國，所以在此概無呈列地區分類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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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 492 2,05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
  

 492 2,052
  

6) 本年度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員工開支
 董事酬金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開支 3,874 5,033

 其他員工開支
 －薪金、津貼及花紅 8,872 20,937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開支 647 2,97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3 793
   

 13,856 29,739

無形資產之攤銷（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753 1,090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85 517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附註 i） 84,615 231,752

核數師酬金 957 1,61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163 13,584

土地及樓宇營業租約租賃款項 8,070 10,193

利息收入（包括在其他收入內） (13) (98)

其他開支包括：  

 －向顧問授出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附註 iii） 11,90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334 (2,666)

 －收購物業之按金之減值虧損（附註 ii） – 5,000

 －法律及專業費用（附註 iii） 25,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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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包括滯銷存貨撥備65,39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1,706,000港元）。滯銷存貨撥備乃於
若干滯銷原材料及製成品（包括有質量問題之如烟霧化烟）計提。

(ii) 於二零零八年就收購若干中國物業支付一名代理商按金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
董事已評估並認為無法追討該款項，故計提呆賬撥備5,000,000港元。

(i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顧問授出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及法律及專業費用與本集團之資本重組
有關。

7) 股息

過去兩年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年內應佔虧損） (233,331) (443,907)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020 39,016
  

由於假設轉換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屬反攤薄性質，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計算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採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作出調整，以反映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供股及股分合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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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143,986 171,174

減：呆賬撥備 (138,904) (125,132)
  

 5,082 46,042
  

本集團容許其貿易客戶有平均60至27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呆賬撥
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60日 822 28,657

61至90日 1,361 12,938

91至180 2,899 4,447
  

 5,082 46,042
  

10) 應付貿易賬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呈列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1 459

31至60日 – 36

61至90日 – 22

90日以上但不超過一年 517 2,716

一年以上 4,079 3,369
  

 4,647 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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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意見

我們認為，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虧損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
露規定妥善編製。

財務業績及業務回顧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發出之利潤警告公佈所預期，本集團年內錄得虧損，乃由於電子
煙及保健品銷售減少及上市證券投資虧損所產生。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虧損為約 233,33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443,907,000港元）。年內營業額約21,800,000港元，較上年度約97,600,000元減少77.68%。此外，除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內「管理層討論及分
析–業務因顧及市場情況」所載之不利因素外，營業額虧損及大幅下滑乃亦由於下列不利因素：

1. 本集團業務持續轉差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原因是上述因素導
致營業額、客戶購買訂單、生產規模及客戶信心大幅減少。生產規模的巨幅縮減大大減少固定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有關金額遠低於其賬面值。

2. 由於二零一零年股票市場不穩定，故本集團證券組合的市值有所下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證券投資買賣的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總額約為 8,2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已
變現及未變現收益668,000港元）。

在醫藥業務方面，如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所載，原材料價格的持續增長、醫藥持續的策略性價格削
減及投標所造成的不合理價格競爭，對本公司生產及營運產生負面影響。本公司醫藥業務的整體銷
售及毛利相對上年度均有所減少。

如上文所述，公司在本年度對保健品產品採取降價措施，消化庫存產成品。由於國內對保健品的市
場低迷，其效果不理想，本年度保健品之銷售額只達到約 6,20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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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業務在二零一零年仍然受到冒牌的威脅及若干海外市場對進口電子煙產品實施新的監管調整
規限的影響。監管障礙排除本公司正式進軍澳洲、新加坡及加拿大等海外市場。有關銷售含有尼古
丁產品的限制已暫時限制電子煙在美國、以色列等地的所有銷售。此外，於過去兩年進入國際市場
之廉價及低質冒牌產品的快速湧入對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世界各地設計、推廣、保護及銷售
其發明的能力構成巨大影響。對消費者安全及大部分冒牌製造商整體質量的關注度的缺乏，使本公
司聲譽度及銷售受到間接影響。

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强及保護電子煙技術的知識產權。年內，一項核心如煙專利由美國批准，三項專
利於韓國授出及兩項專利於以色列授出。接近年末期間，本公司針對可疑的美國知識產權的侵權者
提出重大訴訟。

本公司管理層專注資本重組活動及集資活動，以提升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的營運資金及財務狀況。
年內資本重組活動及集資活動的詳情於本公佈的隨後部分概述。在資本重組活動及集資活動之前，
本公司擁有債項約183,000,000港元。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幾乎無債項及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完成資
本重組（「資本重組」）及供股（「供股」）令有現金淨額盈餘。

證券投資

如上所述，本集團已履行一系列的資金募集湩動及營運資金有現金淨值盈餘。本集團資產負債表得
到顯著增強及為未來策略性增長鋪平道路。在物色到合適的投資機會之前，所保持的現金淨額足以
應付日常經營需要。因此，為取得比存款率更佳的回報的目的，部份盈餘營運資金已用作股本市場
的短期投資，作為本集團資金職能的一部份。然而，由於股本市場於二零一零年不穩定，本集團證
券組合的市場價值已有所下滑。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證券投資交易的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總額約為8,2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 668,000港元）。

本集團將會繼續於機會出現時將其部份盈餘營運資金投資於股本市場。然而鑑於證券市場在可見將
來仍然動蕩，管理層在履行資金管理職能時將就此採取謹慎的措施，致力執行分散投資的策略。同
時，為改善其資金運作，本集團務求對有關政策及程式作出進一步改善，尤其於風險管理、監控及
監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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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本公司在多個國家擁有電子煙及如煙品牌商標（「如烟」）的原始發明專利。

如煙於二零一零年末推出新的核心產品，尤其是推出用完即棄產品，通過向成年吸煙者及受二手煙
影響者提供價格合理及可行的解決方案計劃重奪市場份額。於二零一一年，如煙將會首先大量推出
可支配的產品，及將會繼續擴大其產品組合，以納入所有級別市場及將會強有力地投資研發以建立
中間市場及對不同客戶分部具有吸引力的高端產品。所有該等行動將會同步進行以加強如煙的品牌
地位，使如煙成為為人們提供自由及選擇的帶動潮流的安全吸煙的替代品。產品將會進一步量身訂
造以符合不同的市場及品味的需要。

區域發展

年內，於大約 25個國家及地區之進入市場及銷售方面取得進一步進展。現有夥伴在北美、英國及愛
爾蘭、韓國、以色列及土耳其的業務獲得進一步發展。同時，與位於歐盟、俄羅斯、日本及其他地
區的潛在合作夥伴就銷售及規管及市場規劃取得進展。一項核心如煙專利在美國獲得批准，三項專
利在韓國獲得授出及兩項專利在以色列獲得授出。年內另外一項設計專利在美國獲得授出。

在英國的發展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公佈內所披露，電子自動煙的專利申請（專利申請號 10/587, 

707）已在美國獲美國專利商標局（「美國專利商標局」）的批准。由於美國專利商標局被許多專利專家
視為代價專利合法性及有效性的「黃金標準」，此項專利批准將會有助於減少低劣產品仿造及保證全
球市場產品的優質及安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美國上訴法院針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以往對
電子煙作為藥物交付設備的分類作出裁定，並受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法的規限。因此，電子煙很可
能作為二零零九年家庭吸煙預防及煙草控制法項下的煙草產品受到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規管。
並非此形勢變化的所有監管及商用影響均得到解決。本集團將會繼續與聯邦及州層面的監管當局密
切合作以遵守所有法規及設計對人們有益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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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如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煙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對其美國專利號7,832,410（「410專
利」）的專利侵權對於加利福尼亞中央地區的美國地方法院（「美國法院」）的於佛羅裏達州及內華達州
註冊成立的被告提出民事訴訟。本公司深信，其將會於訴訟中勝訴及其專利組合將會對電子煙提供
範圍更廣泛的專利保障，乃由於我們的核心專利申請有更多的專利獲得授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現正推出控告被告的行動，旨在鞏固及保護其於電子煙技術的所有權。

在其他市場的發展

年內，如煙產品已在若干其他主要市場、整個歐洲及亞洲受到市場的檢驗。銷售進展及取樣在更多
地區與客戶進行。本公司視質量及安全為最關心的事項。隨著新產品研發接近完成及專利組合的成
熟，本公司擬在多方面進行強有力的行動，以消除低劣產品仿造及保證不遠將來在全球市場產品的
優質及安全。

本集團支援美國、英國、韓國、以色列、土耳其及其他國家的合夥人，以保障於彼等各自國家的專
利及商標地位。作為回應，我們合夥人已採取適當行動以追究可能的專利侵權。已透過政府渠道取
得額外法律支援以鞏固如煙作為電子煙及相關產品的真正及原創製造商的地位。在中國，正在採取
強勁行動以阻止不合法的製造及出口跟風產品。本公司已在中國的若干專利侵權案中勝訴及本集團
將會加快進度及提高其於全球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的投資。

流動資金、財務分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淨額為 9,1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2,000,000港元），其中所有借貸為定息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及所動用的按金信貸。本集團之
資本與負債比率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343.8%，減少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約12.53%。此乃根據上述借貸淨額及股東資金72,89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207,000港元）計算。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1,68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17,000

港元）及資產總額約 129,21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412,000港元）。本集團於同
日的流動資產淨額約19,799,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6,046,000港
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結餘約 35,378,000港元，相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減少約63,89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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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本公司錄得借貸總額約
152,000,000港元，主要為未轉換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該等款項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
日到期贖回，惟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部份付款拖欠，令整個
未償還金額於要求時償還。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本集團接獲換股通知，賬面值約12,291,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按每股 0.65

港元之換股價行使其所附換股權。因此，本集團已發行及配發合共 18,909,832股股份。

為結算可換股債券之其餘結餘及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公司於年內透過多項活動尋求新的資
金。除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流動資金財務分析及資本結構」一節所述之集資活動
外，本公司於年內亦進行下列集資活動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公佈，本公司建議進行資本重組，乃涉及 ( i )每4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面值4港元的合併股份，(ii)本公司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
藉由註銷每股合併股總金額3.9港元由4港元減少至 0.1港元，( i i i )本公司已註銷法定惟未發行股本之
總金額，及 (iv)藉增設9,750,000,000股額外經調整新股份，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 25,000,000港元分為
250,000,000股經調整股份增至1,0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經調整新股份。於資本重組完
成後，本公司將會按每股供股0.22港元之認購價按每一股經調整股份獲配二十股供股股份進行供股。
資本重組及供股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完成及籌集所得款項淨
額390,650,000港元及已發行1,847,245,240股經調整股份。

資金募集活動不僅為本集團提供償付現存可換股債券負債之資金，同時能令本公司作出進一步之融
資，作未來發展所需。管理層認為，本集團融資活動及業務營運所得現金流入將會為本集團提供足
夠資金以應付目前營運及可見未來業務進一步發展之需。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會專注其現有核心業
務。本公司將會鞏固該等業務以及物色將會向本公司提供有利的經常收入及投資回報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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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展望及發展計劃

電子煙

本公司現於多個業務前線推出新的市場推廣活動及措施。如煙產品的市場推廣策略將由以產品為導
向的策略進化為將會更多專注產品提供的吸引力或社會地位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策略。

本公司知識產權近年在美國及其他區的確認已令本公司增強及擴展其於全球的策略性合夥公司。誠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內所披露，本集團就侵犯其於
美國的專利權提出民事訴訟。預期將會於其他國家提出相若的民事訴訟及保護知識產權投資將會於
二零一一年大幅增加。本公司深信，由於其於電子煙技術的所有權得到增強及保障，本公司將會在
該等訴訟中勝訴及獲得市場份額。

藥品及保健品

在醫藥產品方面，面對原材料能源價格繼續上揚，藥品政策性降價持續等情況下，公司將積極採取
應對措施，並尋求其他有關投資及發展機會﹐以化解不利因素。

雖然保健品市場需求出現了短暫的低迷，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貨真價實的保健品會被越來
越多的消費者重視，其市場發展潛力巨大，管理層計劃在二零一一年對保健品生產廠房進行改造，
保健品業務將很快恢復到前幾年的水平。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詳情

於回報期間，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Chenlong Group Limited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Charm Action 

Group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Charm Action Group」）之全部權益，現金代價為 1美元。出售於二零一
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式完成。

除以上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概無其他重大收購
或出售。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押記銀行存款予銀行以作為取得授予其附屬公司之銀行
信貸之擔保（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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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訂立貸款協議，根據此協議本集團抵押大部分資產以擔保此貸款信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此貸款已悉數償還且並無動用貸款信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監管證券紀紀人之按金信貸向本集團授出，並由本集團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約4,80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之金融資產作抵押。根據已動用信貸向證券經紀人扣除的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賬面值為11,11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對外為其他公司作出任何形式的擔保，亦無涉及重大訴
訟事項而需要作出或然負債之撥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核數、財務報告程序及
內部監控（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進行討論。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公佈所載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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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
表之數據及相關附註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符合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之金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鑑證業務準則而進行的鑑證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
師行並未就本初步公佈作出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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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載之守則條文，並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i)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段之規定獲委任指定年期，但彼等根據本公司之組
織章程細則須輪席告退。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
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
標准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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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dragonite.com.hk刊載。二零一零年年報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叁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程婉雯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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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彥宸先生 龐鴻先生
韓力先生 鍾育麟先生
王希年先生 廖廣生先生
程婉雯女士 林聞深先生
歐陽啟初先生

非執行董事
繆希先生
Manfred A. Häussler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