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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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及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偉 俊 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Wai Chun Mining Industry Group Compan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60）

二零一一年年度業績公告

偉俊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年度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62,310 284,128
銷售成本 (310,823) (250,360)

毛利 51,487 33,768
其他收益 9,673 2,502
銷售費用 (12,170) (19,149)
行政費用 (23,322) (28,039)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變現虧損 — (2,054)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3,476 40,809
財務成本 3 (5,299) (3,539)

除稅前溢利 23,845 24,298
稅項 4 (10,028) (893)

本年度溢利 5 13,817 23,405

下列各項應佔（虧損）溢利：
— 本公司股東  (3,729) 20,305
— 非控股權益 17,546 3,100

13,817 23,405

股息 6 — —

每股（虧損）盈利 7 港仙 港仙
— 基本 (0.02) 0.13

— 攤薄 (0.02) 0.1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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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13,817 23,40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284 1,03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6,101 24,439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本公司股東 (2,776) 20,765
— 非控股權益 18,877 3,674

16,101 2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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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743 15,091
預付租賃土地付款 7,986 7,768

29,729 22,859

流動資產
存貨 41,122 46,334
預付租賃土地付款 164 15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29,191 48,91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07,047 102,532
銀行結存及現金 45,151 93,479

222,675 291,41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19,243 68,65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5,977 68,341
應付稅項 9,942 2,01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4,534 —
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118,141 124,004
融資租賃責任 58 60
銀行透支 — 5,694

187,895 268,766

流動資產淨值 34,780 22,65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4,509 45,512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19 86

資產總值減負債 64,490 45,42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637 38,637
儲備 (14,111) (11,335)

應佔股權
本公司股東 24,526 27,302
非控股權益 39,964 18,124

總股權 64,490 4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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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以下各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及詮釋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產生重大影響。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
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惟下述者除外。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除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披露對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二零零八年）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 
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撇減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已修訂下列範疇：(a)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
訂）已更改關連人士之釋義；及 (b)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引進豁免部分政府相關實體
之披露規定。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非政府相關實體。於本年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所載
關連人士之經修訂釋義導致根據過往準則並非識別為關連方之人士確認為關連人士。特別是，根據經修
訂準則，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之聯繫人士乃被視作關連人士，而根據過往準則，該等實體並未被視作本
集團之關連人士。關連人士披露已作出變動，以反映經修訂準則之應用。該等變動已追溯應用。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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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轉讓財務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6



— 5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的項目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經修訂）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及剝採成本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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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財務資產之分類及計量新規定。於二零一零年作出之
修訂載入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就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頒佈一套準則共五項，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該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概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處理綜合財務報表及香港
（常務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2號綜合賬目 — 特殊目的之實體有關之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包含控制權之新定義，其中包括三個元素：(a)有權控制投資對象，(b)自參與投資對象營運所得浮動回
報之承擔或權利，及 (c)能夠運用其對投資對象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已就複雜情況之處理方法加入詳細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一項披露準則，對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或非綜合入賬之結
構性實體中擁有權益之實體適用。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之規定更
為廣泛。

此五項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該等準則准許提前應用，惟此五項準則
須全部同時提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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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對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此項準則界定公平值，確立
計量公平值之框架，以及要求對公平值計量作出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除指定情
況外，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准許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項目及非財
務工具項目。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更為廣泛。例如，根據目前僅
規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項下之財務工具之三個級別之公平值架構作出之量化及定
性披露，將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伸延至涵蓋其範圍內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保留選擇權，可於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貫之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綜合
收入。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規定於其他綜合收入部分作出額外披露，致使其他綜合收入
之項目歸納成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 (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可於其後重新分類之
損益之項目。其他綜合收入之項目涉及之所得稅須按同一基準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當該修訂本於往後之
會計期間應用時，其他綜合收入項目之呈列方式將相應作出更改。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銷售貨物之已收及應收款（經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之資料主要為所交
付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此外，就「鞋類」和「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業務而言，向董事會呈報之資
料會根據客戶的不同類別作進一步分析。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報告分部如下：

鞋類 買賣運動鞋及運動型輕便鞋、工作鞋、安全鞋、高爾夫球鞋及
其他功能鞋

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 製造及銷售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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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已根據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符之會計政策編製內部管理報告予以識別，有關會計政策會由
本公司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

分部溢利（虧損）指在未分配其他收入、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中央行政費用（包括董事薪金）及融資成
本前，由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或產生之虧損。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基準分部
表現之計量基準。

業務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審閱來自買賣運動鞋、運動型輕便鞋、生產工作鞋、安全鞋、高爾夫球鞋及其他功
能鞋以及製造及銷售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之整體收入及經營業績，並視之為兩個可報告分部。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綜合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325,708 36,602 362,310 250,925 33,203 284,128

分部業績 30,846 (2,074) 28,772 9,247 (203) 9,044

其他收入 13,149 43,311
未分配開支 (12,777) (24,518)
財務成本 (5,299) (3,539)

23,845 24,298
稅項 (10,028) (893)

本年度溢利 13,817 23,405

上述報告收入乃來自外界客戶。年內並無分部間銷售（二零一零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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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綜合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34,725 4,399 239,124 296,561 6,589 303,150
未分配資產 13,280 11,128

綜合資產 252,404 314,278

負債
分部負債 168,088 214 168,302 264,007 1,413 265,420
未分配負債 19,612 3,432

綜合負債 187,914 268,852

地域資產
香港 17,712 17,775
中國 234,692 296,503

252,404 314,278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即期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各分部共同使用之資產乃根據各分
部所賺取之收益予以分配；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即期及遞延稅項負債除外）。各分部共同承擔之負債則根據分部
資產之比例予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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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二零一一年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增加 6,707 789 — 7,496
折舊及攤銷 1,581 41 43 1,665
預付款項 89,052 14 — 89,066

二零一零年
變性澱粉
及其他

生化產品 鞋類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增加
— 收購附屬公司 11,833 — — 11,833
— 其他 3,994 8 — 4,002
折舊及攤銷
— 收購附屬公司 311 — — 311
— 其他 1,147 — 628 1,775
預付租賃土地付款增加
— 收購附屬公司 7,674 — — 7,674
— 其他 235 — — 235
預付款項 79,682 — — 79,682

地域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註冊地）、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及大韓民國（「韓國」），而收入及溢利主要源自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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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按地域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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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36,602 33,203 799 86
韓國 123,844 111,928 — —
中國 141,851 95,381 28,930 22,773
其他地區 60,013 43,616 — —

362,310 284,128 29,729 22,859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來自大部分客戶，並無單一客戶或
受共同控制的組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10%以上。因此，並無呈列有關客戶的分析。

有關主要供應商之資料

銷售成本中包括向濰坊盛泰藥業有限公司採購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之款項約110,858,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約112,877,000港元），乃來自向本集團最大供應商之採購。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並無
其他單一供應商佔本集團採購額的10%或以上。

3.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及應付票據 4,920 3,511
— 融資租賃 15 15
— 最終控股公司短期貸款 254 —
— 關連公司短期貸款 9 13
— 來自獨立第三方之短期貸款 101 —

5,299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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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開支：
即期稅項：
香港 — —
中國 9,723 1,734

9,723 1,73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香港 — (1,005)
中國 305 164

305 (841)

於損益確認之所得稅總額 10,028 893

於兩個年度，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均按照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繳稅（二零一零年：25%）。

該等年度之稅項與綜合收益表之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23,845 24,298

按本地所得稅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之稅項 3,935 4,009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的附屬公司的不同稅率影響 3,306 564
不可扣稅支出之稅務影響 6 389
無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 (6,753)
未確認可扣減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81) 186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2,557 3,339
過往年度於中國撥備不足 305 164
過往年度於香港超額撥備 — (1,005)

本年度稅項 10,028 893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用於抵銷未來溢利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約99,531,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約84,084,000港元）。由於本集團未能預見未來溢利來源，因此並無就該等稅項虧損確認遞延
稅項資產。該等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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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年度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核數師酬金 500 516
利息開支 5,299 3,5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98 1,527
預付租賃土地付款之攤銷 167 24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變現虧損 — 2,05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及退休福利成本） 8,948 7,391

及經計入：

利息收入 994 61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3,476 40,809

6.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並無派付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
息。

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虧損約3,72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年內溢利約
20,305,000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5,454,685,376股（二零一零年：15,221,806,555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並無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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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9,044 48,915
應收票據 147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總額 29,191 48,915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180日（二零一零年：30至180日）之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7,922 36,437
31至60日 111 2,493
61至90日 7,041 53
91至180日 3,740 5,602
已逾期 377 4,330

總額 29,191 48,91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包括合共賬面值約28,814,000港元之應收
款，其信貸期乃根據信貸核實程序釐定之貿易債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且並無抵
銷本集團結欠對手方任何款項之法定權利。於報告期末，約377,000港元已逾期，該等款項乃來自出口
稅回撥，其有待中國政府之審批。本集團仍認為該等款項可予收回，故並無確認呆壞賬撥備。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逾期 377 4,330

呆壞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 1,570
已撥回減值虧損 — (1,570)

年終結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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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呆壞賬撥備包括個別已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
及票據結餘總額零港元。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9.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介乎30至180日（二零一零年：30至180日）。本集團有財務風險管理，以
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內支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131 57,909
31至60日 6,758 2,847
61至90日 621 733
91至180日 2,046 3,516
已逾期 2,687 3,650

19,243 68,655

財務回顧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62,31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約 284,128,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約27.5%。本集團錄得毛利和毛利率分別約
51,487,000港元和14.2%，較二零一零年分別增加約52.5%及19.3%。營運開支由二零一零年
錄得的約28,039,000港元減少16.8%至二零一一年的約23,322,000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3,729,000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0,305,000港
元。虧損乃主要由於不再有二零一零年所錄得的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約40,809,000港元所
致。

鞋業務

鞋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分別錄得營業額約36,602,000港元及分部虧損2,074,000港元，分別較二
零一零年的營業額增加約3,399,000港元及分部虧損約1,87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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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業務

變性澱粉業務及其他生化業務較二零一零年有增長，為本集團分別貢獻營業額約325,708,000
港元及分部溢利約30,846,000港元分別較二零一零年增加約30%及約2.3倍。

財務資源和狀況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借貸提供營運之資金。本集團之
流動資產淨值約34,7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22,653,000港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
45,1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93,479,000港元）。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港
元、人民幣和美元結算。由於本集團之業務在香港及中國經營，故此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
大外匯風險。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1.2倍（二零一零年：約
1.1倍）。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借款約132,752,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約129,844,000港元增加約2.2%。本集團之大部分借款均屬短期性質及以港元和
人民幣計值。該等借款中大部分屬有抵押及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
（計算基準為淨負債除以總資產）由二零一零年之11.6%上升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34.7%。

銀行存款約34,76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36,772,000港元）經已抵押，以作為本集團獲授
銀行貸款額度的擔保。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債務。

董事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裕財務資源經營其業務。董事將繼續審慎管理本集團之流動資金。

董事會已決議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從事買賣運動鞋及運動型輕便鞋、工作鞋、安全鞋、高爾夫球鞋
及其他功能鞋以及生產和銷售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

儘管回顧期內鞋類業務之營業額有所上升，但由於行政費用增加，因此於年內產生虧損約
2,0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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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全球經濟於年內波動不休，於本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及毛利率增加，主要來
自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業務。此乃由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生產廠房提升及年內擴展業務
所致。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二年將持續此趨勢。

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廣西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及廣西新思迪投資貿易有
限公司（統稱為「廣西方」）訂立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內容有關擬收購 (i)位於南非
的錳礦資源的74%股份權益及一間貿易公司的100%股權；及 (ii)位於柬埔寨王國兩個鐵礦礦
業的全部權益。然而，由於需要進行重組並符合相關法律和法規而產生在建議收購上的不確
定因素，而且本公司與廣西方未能就最終結構和正式協議的條款達成最終協議，合作框架協
議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終止。有關合作框架協議及終止協議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刊發的公告。

前景

本集團將持續透過增強與現有客戶之業務關係，繼續專注經營其現有業務，並會尋求機會擴
大其客戶基礎。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新的投資機會，盡量提高本公司股東獲得的長
遠溢利和回報。

本集團對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業務之經營極具信心，預期來年會繼續維持增長。就此而
言，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宣佈，在股東特別大會議決批准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偉俊實業（香港）有限公司與公維峰先生（「賣方」）（組成本集團於變性澱粉及其他生化產品
業務之公司濰坊森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濰坊森瑞特集團」）的原來賣
方）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訂立有條件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八日所簽訂關於本集團購買濰坊森瑞特集團51%權益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 」）的部分條款。
根據補充協議，本集團與賣方互相同意解除及免除彼此於買賣協議條款中的責任，原因是賣
方未能達到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後溢利淨額合共人民幣8,000,000元
之保證溢利。此外，賣方進一步與本集團協定，倘濰坊森瑞特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除稅後溢利淨額合共少於人民幣20,000,000元，則會以現金代價人民
幣10,300,000元向本集團購回51%權益。



— 17 —

濰坊森瑞特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後純利合共超過人
民幣20,000,000元。就此而言，上文補充協議之條款經已達成。本集團相信，濰坊森瑞特集
團會於日後繼續為股東帶來更美好的前景。

其他資料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僱員144名，大部份是在中國工作。除了向僱
員提供優厚薪金待遇外，本集團亦會按員工的個人表現發放酌情花紅和購股權予合資格員
工。

本集團亦鼓勵僱員追求均衡生活，並為僱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盡展所長，為本集團作出最
大貢獻。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據後決定董事
薪酬。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及行政人員並無參與制定其本身之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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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之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取多項措施，以配合企業管治制度之最新發展趨勢。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董事會主席沒有按守則
E1.2條規定出席並主持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除外。主席當日在外地出差。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0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
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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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的要求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查和監督本集團財務匯報
程序及內部監控。

本公司已舉行審核委員會會議，以連同本集團之外部核數師恆健會計師行一併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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