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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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LLIED OVERSEA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3）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提呈Allied Overseas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持續經
營業務之收入約48,9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約51,300,000港元減少4.7%。收入
減少主要原因是善頤之護老院入住率減少，以及葵星護老院停辦所致。本集團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業績由二零一零年之虧損約2,900,000港元，轉為二零一一年
之 溢 利 約 3,300,000港 元，主 要 由 於 銀 行 利 息 收 入 增 加 所 致。由 於 本 集 團 於
二零一零年末出售旗下醫療及相關保健服務業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由二零一零年約 28,4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約1,800,000港元。

本集團目前之主要業務為提供護老服務。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完成出售醫療及相關保健服務業務。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為沒有來自醫療及
相關保健服務業務之貢獻之首個報告期。

善頤目前經營 6間護老院，有 1,299個宿位，當中 367個宿位乃根據改善買位計
劃（「買位計劃」）與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簽訂合約之宿位。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入住率約為 80%。

善頤之分類業績由二零一零年之溢利約2,000,000港元，轉為虧損1,100,000港元，
此乃由於停辦葵星護老院之相關成本，最低工資立法影響，食品及用品成本增
加，以及租金上漲所致。

最低工資立法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生效，令本集團大部分助理員及個人護
理員之薪金增加，並導致對未提取年假之一次性額外撥備。私家醫院擴充，造
成對物理治療師以及註冊及登記護士之需求大增。此情況導致市場上之保健
專業人員短缺，並且推高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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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四月，葵星護老院因租約期滿而停辦。業主提出加租，加上食品、
用品及薪金等各項經營成本上漲，以致繼續經營該護老院變成無利可圖。

由於大部分入住之長者為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之人士，本集團難以將所增
加之費用轉嫁予用家，因有關增幅乃超逾政府公佈之通脹率。儘管如此，社會
福利署已為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制訂若干措施，減輕護老院營辦商面對之
部分成本重擔。

社會福利署向買位計劃之營辦商增撥照顧腦退化症患者補助金，此補助金令
我們能夠增聘職業治療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為患有腦退化症之長者提供更
佳服務。

社會福利署亦將買位計劃下每個甲一級宿位之每月買位價格增加911港元，資
助為長者提供物理治療及復康訓練，進一步提升私營安老院舍之服務質素。

集團旗下之恒英護老院、大華護老院及屯門護老院，均符合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頒發之「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之評估標準，我們對此深感欣慰。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一份收購協議，以
收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資源」）股份中約27.71%股權（「收購事項」）。亞太
資源集團主要從事 (i)買賣及投資上市證券，主要集中於天然資源以及相關行
業；及 (ii)買賣基本金屬及商品。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4.06(5)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並已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十六日之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正式批准。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之公佈披露，出售醫療服務、護理介紹
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令本公司可以變現資本收益，並繼續經營及
發展護老業務，而進行有關出售後，本集團一直物色具備未來發展潛力且能夠
提升股東價值之投資機會。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使本集團得以將業務拓展至
其他行業領域，並藉著亞太資源在資源業之重大投資，從中國商品市場之日後
優勢中獲益。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本集團成立新分部凌睿科技，專責經銷醫療器材。目標客
戶將包括亞洲的醫療中心及醫院。本集團先前經營醫療器材經銷業務超過
十年，直至二零零二年進行業務重組，將有關業務出售。

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屬於過渡期，我們在期間評估潛在新業務，並就收購亞太
資源之權益進行磋商。現在，亞太資源之投資已確立並獲股東批准，我們將於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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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Allied Oversea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是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
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48,859 51,271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945 4,321

僱員福利開支 (25,793) (26,598)

折舊 (387) (412)

其他開支淨額 (36,368) (30,932)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 3,256 (2,350)

所得稅開支 5 – (520)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虧損） 3,256 (2,870)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溢利 (1,493) 31,2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全面
收入總額 1,763 2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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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每股盈利╱（虧損） 7

－ 基本（港仙） 1.6 (1.3)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每股（虧損）╱盈利 7

－ 基本（港仙） (0.7) 13.9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 基本（港仙） 0.9 12.6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 5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1 994

商譽 1,358 1,3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57,642 64,450

按金 8 66,533 –
  

126,994 66,802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9 955 9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893 29,480

可收回稅項 37 37

現金及等同現金資產 1,354,468 1,643,986
  

1,391,353 1,674,41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
及已收按金 10 19,836 37,296

遞延收入 475 554

應繳稅項 47 173
  

20,358 38,023
  

流動資產淨值 1,370,995 1,636,387
  

資產淨值 1,497,989 1,703,18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0,696 20,696

儲備 1,477,293 1,475,530

股息 6 – 206,963
  

權益總計 1,497,989 1,7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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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一般資料

本公司（前稱卓健亞洲有限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於期內，本集團從事提供護老服務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項股東之決議案獲通過，以出售五間附屬公司（連同其
各自之附屬公司）全部權益，該五間附屬公司為Quality HealthCare Limited（「QHL」）、Quality 

HealthCare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QMH」）、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卓健醫療服務」）、卓
健綜合保健有限公司（「卓健綜合保健」）及惠譽有限公司（「惠譽」）。QHL及卓健綜合保健均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而惠譽、QMH及卓健醫療服務則於香港註冊成立。該等附屬
公司主要從事醫療服務、護理介紹所服務、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已終止醫療服
務業務」）。該項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之通函。已終止醫療服務
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QHL、QMH、卓健醫療服務、卓健綜合保
健及惠譽在下文會統稱為「已售出集團」。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呈報。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於年度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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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財務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該準則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現有披露原則及增加其他指引以說明如何應用該等
原則。其更加強調重大事件及交易之披露原則。額外規定涵蓋公平值計量方法變動（如重
大）之披露，及更新來自最近期年報之相關資料之需要。會計政策變動僅導致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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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已於附註1披露。於期內確認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本集團收入（亦即
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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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提供以下服務之收入：
－醫療服務 – – – 466,270 – 466,270

－護理介紹所、物理
治療、牙科及其他
服務 – – – 46,043 – 46,043

－護老服務 48,859 51,271 – – 48,859 51,271
      

總收入 48,859 51,271 – 512,313 48,859 563,584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劃分架構及獨立管理，並由
向董事會匯報之行政總裁負責整體監控。本集團每個業務分類均代表一個提供產品及服
務之策略性業務單元，所承受之風險及所獲得之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有所不同。

業務分類之概要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a) 護老服務類，從事提供護老服務；及

(b) 企業及其他類別，包括本集團之集團內管理服務業務，主要向集團公司提供管理、
財資及其他服務，以及其他企業收入及開支項目。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醫療服務類，從事提供醫療服務；及

(b) 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牙科及其他服務類，從事提供護理介紹所、物理治療及牙
科服務。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根據相互協議之條款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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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護老服務 企業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入 48,859 51,271 – – – – 48,859 51,271

分類間收入* 72 2,700 – 109 (72) (2,809)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096 568 420 420 – – 1,516 988
        

可報告分類收入 50,027 54,539 420 529 (72) (2,809) 50,375 52,259
        

可報告分類業績 (1,135) 1,959 (4,230) (7,642) – – (5,365) (5,683)
      

未分配利息及投資收入 15,429 2,402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虧損）╱收益 (6,808) 93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256 (2,350)

所得稅開支 – (520)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
溢利╱（虧損） 3,256 (2,870)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
（虧損）╱溢利 (1,493) 31,259

  

1,763 28,389
  

* 此等數字並不包括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述之收入，並已
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 不包括未分配利息及投資收入，以及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
平值（虧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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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護老服務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資產 23,772 35,366 1,436,896 1,641,359 1,460,668 1,676,72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 57,642 64,450

可收回稅項 37 37
  

總資產 1,518,347 1,741,212
  

可報告分類負債 14,146 13,623 6,165 24,227 20,311 37,850

應繳稅項 47 173
  

總負債 20,358 38,023
  

持續經營業務
護老服務 企業及其他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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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折舊 366 314 21 98 387 41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虧損╱（撥回） 22 (2) – – 22 (2)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淨額 63 (2) – – 63 (2)

資本開支 788 184 132 – 920 184
      

由於本集團逾90%收入源自香港客戶，且本集團逾90%資產位於香港，故並無呈列其他地
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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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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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折舊 387 412 – 9,272 387 9,684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
虧損╱（撥回） 22 (2) – 660 22 658

經營租約支出：
土地及樓宇 16,850 17,857 – 37,097 16,850 54,954

設備 39 39 – – 39 3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虧損╱
（收益）淨額 63 (2) – 9 63 7

銀行利息收入 (5,715) (151) – (10) (5,715) (161)

其他利息及投資收入* (9,714) (2,251) – – (9,714) (2,251)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 6,808 (931) – – 6,808 (931)

來自分租之租金收入 (220) (58) – – (220) (58)
      

* 包括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的非上市債務投資之分派約8,21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5. 所得稅開支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因為本集團有來自
先前年度的承前稅務虧損可供動用，抵銷期內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撥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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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本期－香港
期內稅項支出 – 520 – 4,438 – 4,958

      

所得稅開支總額 – 520 – 4,438 –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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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份12港仙 – 24,836
  

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宣佈派發每股普通股份12港仙的特別中期股息，即相當
於99,000,000港元與根據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宣佈的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作出的股
份購回實際使用的金額兩者之間的差額。特別中期股息的金額乃參考二零一零年八月
二十日206,962,604股已發行普通股份計算。此項特別中期股息已反映為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溢利之撥用。

本公司於本期間支付每股普通股1港元之二零一零年特別股息206,963,000港元。

7. 每股盈利╱（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
營業務溢利約3,25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2,870,000港元），
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約1,49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溢利31,259,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06,962,604股（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5,039,407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該等期間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
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8. 按金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New Able Holdings Limited（「New 

Able」）與Besford International Limited（「賣方」）及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訂立收購協議（「收購
協議」）。根據收購協議，New Able同意自賣方收購Rise Cheer Investments Limited（「Rise Cheer」）
及Taskwell Limited（「Taskwell」）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Rise Cheer及Taskwell應付賣方的全部股
東貸款（「收購事項」），總代價約1,330,658,000港元。Rise Cheer及Taskwell的唯一資產為合共
1,900,939,562股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資源」）普通股，佔亞太資源已發行股本中約27.71%

股本權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初步按金約66,533,000港元已於簽署收購協議時
以支票支付，作為部分代價。未付代價約1,264,125,000港元將於收購事項完成，並按照收
購協議之條款轉讓股東貸款時支付。現時預期於收購事項完成時，本公司將分類於亞太
資源的投資，作為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列賬。收購事項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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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194 1,124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39) (217)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955 907
  

貿易應收款項一般需要預先支付，本集團並無向業務相關客戶收取利息。根據發票日期，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日 752 745

31至60日 178 171

61至90日 69 60

超過90日 195 148
  

1,194 1,124
  

10.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800 727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19,036 36,569
  

19,836 37,296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予30至60日之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90日 800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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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告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公司及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Cautious Base Limited（前稱Quality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控股公司」））與Altai Investments Limited及RHC Holding Private Limited（統稱「買
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的股份銷售協議（「出售協議」）。根據出售協議，本公
司與控股公司同意出售已售出集團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予買方，交易代價須於完成日期
以現金支付，相當於 (i) 1,521,000,000港元；(ii)基礎營運資金（即20,000,000港元）及 (iii)估計營
運資金調整（即自基礎營運資金減去559,000港元）的總和（統稱為「代價金額」），惟可因應
營運資金調整而改變。出售事項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之
通函內。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出售協議涉及的結算表（「結算表」）已發出，而已售出集團於
結算日期的營運資金議定約為35,832,000港元。根據結算表確認之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代價已調整至約16,391,000港元。該筆款項其後由本集團於期末日期
後收取。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 1,498,000,000港元，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205,2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一年
二月支付二零一零年度特別股息約 207,000,000港元所致。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期內並無變動。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354,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644,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目標為確保有足夠資金應付短期及較長期流動
資金之需要。

由於出現非常低息的環境，本集團已分散旗下的財資營運，擴展至債務證券及
基金投資，務求在持有銀行存款外，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債務證券及基金投
資歸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購入的債務證券均由香港聲譽昭著的機構發行，該等債務證券具有特
定期限或屬永續形式，以及可於各自的到期日贖回，或在適用情況下，可於固
定的贖回日期贖回。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債券及基金投資價值約為 57,6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4,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就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確認淨收入（利息及投
資收入減公平值虧損）約2,900,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並無銀行及其他借貸，比較債項淨額（扣除可動用現金及銀行結餘
之借貸）與股本權益之資本負債比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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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及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均位於香港，期內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及採購均
以港元定值。

現金及銀行結餘乃以港元或美元定值。短期定期存款的存款期不一，介乎一日
至三個月不等，視乎本集團當時的現金需要而定，並按相關短期存款利率賺取
利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若干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以美元定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認為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因此無須
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之用。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抵押資產。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訂立一份股份銷售協議（「出售協議」），內容關於
將經營醫療及相關保健業務之附屬公司（「已售出集團」）出售（「出售事項」）。該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根據出售協議，已售出集團之買
方向本集團提供背對背彌償保證，以彌償本集團就已售出集團任何責任而作
或受其約束之一切保證、擔保或彌償保證，據此，已售出集團買方會彌補本集
團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根據本集團已作之任何保證、擔保或彌償保證所支付之
所有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項提供予第三方之未到期擔
保，涉及已售出集團內一間公司所訂立的醫療合同。該份醫療合同於二零一零
年之年值金額約為 42,200,000港元。有關擔保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解
除。

根據出售協議，本集團已向已售出集團之買方作出若干保證及彌償保證，買方
可據此在本集團違約時獲得保障。本集團已簽訂稅項契約，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三十日出售事項完成後，彌補買方有關已售出集團期末賬目內沒有作出撥備
之已售出集團完成前之稅項負債。根據稅項契約索償的有效期間為完成起計
七年。至於大部分就出售協議中其他一般常規保證及彌償保證之其他索償，索
償的有效期間則為出售事項完成起計十二個月內。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涉及若干訴訟及申索，惟其導致具有重大經
濟利益的資源流出的可能性甚微，故未有詳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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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New Able Holdings Limited

（「New Able」）與Besford International Limited（「賣方」）及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訂立
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根據收購協議，New Able同意，以總代價約1,330,700,000

港 元，自 賣 方 收 購Rise Cheer Investments Limited（「Rise Cheer」）及Taskwell Limited

（「Taskwell」）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Rise Cheer及Taskwell結欠賣方之所有股東
貸款（「收購事項」）。Rise Cheer及Taskwell之唯一資產為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
資源」）之合共1,900,939,562股普通股，相當於亞太資源已發行股本中約27.71%股
本權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首筆按金約66,500,000港元，已於簽訂收
購協議時作為代價之部分款項以支票形式支付。

批准該收購事項的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
會上由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收購事項須待收購協議若干條件達致後，方可完
成。目前預期，於完成收購事項後，本公司會將亞太資源分類並列作於一間聯營
公司之投資。收購事項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通函內。

管理層及職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包括全職及兼職）約410名。總員工
成本約為25,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
26,6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員工個人及本集團表現為僱員提供具
競爭力之薪酬組合及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十分重視員工培訓及發展，為他們提
供培訓課程及持續進修機會。

中期股息

董 事 會 不 建 議 派 發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股 息
（二零一零年：特別中期股息每股12港仙）。因此本公司將不會暫停辦理股份及
認股權證過戶登記。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遵守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列摘要之若干偏離行為外，本
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B.1.3及C.3.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B.1.3及C.3.3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在職權範
圍方面應最低限度包括相關守則條文所載之該等特定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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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守則條文B.1.3之
規定，惟薪酬委員會僅會就執行董事（不包括高級行政人員）（而非守則條文所
述之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作出檢討（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釐
定），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本公司已採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守則條文C.3.3

之規定，惟審核委員會應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之政策作出建議
（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

有關上述偏離行為之理由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董事會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應繼續根
據本公司採納之職權範圍運作。董事會將最少每年檢討該等職權範圍一次，並
在其認為需要時作出適當更改。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概括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乃
依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及管理層
的陳述，進行上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承董事會命
Allied Overseas Limited

主席
狄亞法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大鈞先生（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狄亞法先生（主席），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副主席）、李澤雄先生及Carlisle Caldow Procter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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