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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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266,890266,890266,890266,890     205,508 

          
收入  3  265,683265,683265,683265,683     174,079 

銷售成本    (183,137)(183,137)(183,137)(183,137)     (148,922) 

          
毛利    82,54682,54682,54682,546     25,15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34,63134,63134,63134,631     8,232 

銷售及分銷開支    (6,259)(6,259)(6,259)(6,259)     (9,590) 

行政開支    (63,578)(63,578)(63,578)(63,578)     (128,95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500500500500     6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7,548 

出售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虧損）收益    (623)(623)(623)(623)     50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7  ----     13,971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資產之虧損    (6,979)(6,979)(6,979)(6,979)     -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    (71,802)(71,802)(71,802)(71,802)     - 

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    (132,302)(132,302)(132,302)(132,302)     - 

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6  (20,782)(20,782)(20,782)(20,782)     -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收益    (474)(474)(474)(474)     8,975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  5  (53,732)(53,732)(53,732)(53,732)     4,401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10,95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    ((((33,00033,00033,00033,000))))     -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減少    (74,795)(74,795)(74,795)(74,795)     (24,096) 

授予一家聯營公司墊款及資產押記之回報    567567567567     1,500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35,29035,29035,29035,290))))     18,353 

財務成本  8  (39,105)(39,105)(39,105)(39,105)     (26,472) 

          
除稅前虧損    ((((420,477420,477420,477420,477))))     (88,919) 

稅項  9  (12,112)(12,112)(12,112)(12,112)     (4,591) 

          
本年度虧損  10  ((((432432432432,589,589,589,589))))     (9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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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32432432432,451,451,451,451))))     (93,65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8)(138)(138)(138)     145 

          
    ((((432432432432,,,,589589589589))))     (93,510) 

          
每股虧損 (以港仙列值)          

基本  12  ((((11111111....14141414))))     (4.99) 

          

攤薄  12  ((((11111111....14141414))))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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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虧損    ((((432432432432,,,,589589589589))))     (93,510)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累計虧損重新分類調整至溢利或虧損: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71,80271,80271,80271,802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本年度內產生之匯兌差額    9,7659,7659,7659,765     633 

 - 本年度內因出售海外業務而實現之匯兌差額    ----     (9,007)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324)(324)(324)(324)     1,638 

可供出售投資之投資重估儲備轉入損益    ----     (27,633)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69696969,,,,917917917917))))     2,656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遞延稅項轉出    ----     3,75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支出）（扣除稅項）    11,32611,32611,32611,326     (27,955) 

          

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421421421421,,,,263263263263))))     (121,465)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21421421421,,,,125125125125))))     (121,6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8)(138)(138)(138)     145 

             

       ((((421421421421,,,,263263263263))))     (12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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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十年十年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月三十一日二月三十一日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1,521461,521461,521461,521     18,513  21,134 

  投資物業    5,2005,2005,2005,200     4,700  4,100 

  預付租賃款項    18,62418,62418,62418,624     -  - 

  可供出售投資    41,03841,03841,03841,038     110,171  137,101 

  商譽    39,94939,94939,94939,949     -  - 

  海域使用權    111111111111,,,,452452452452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5,616155,616155,616155,616     343,666  135,449 

  會所債券    350350350350     350  350 

  遞延稅項    ----     12  - 

    833833833833,750,750,750,750     477,412  298,13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5,50925,50925,50925,509     30,394  11,541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  13  92,792,792,792,721212121     126,070  164,525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可換股債券    45,17945,17945,17945,179     106,734  101,319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    ----     10,952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9191919,791,791,791,791     52,806  44,631 

  應收貸款    21,35121,35121,35121,351     72,980  52,700 

  預付租賃款項    414414414414     -  - 

  可收回稅項    ----     574  574 

  持作買賣之投資    10,010,010,010,010101010     81,564  115,159 

  存放於金融機構的存款    173173173173     927  3,203 

  已抵押銀行存款    63,04663,04663,04663,046     6,20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9,024149,024149,024149,024     265,898  19,611 

    444427272727,218,218,218,218     755,099  513,263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  83,427 

            

    444427272727,218,218,218,218     755,099  596,690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4  167,564167,564167,564167,564     23,536  14,444 

  應付稅項    41,59941,59941,59941,599     37,154  32,771 

  融資租約承擔    568568568568     543  - 

  銀行及其他貸款    91,90891,90891,90891,908     9,357  11,515 

    301,639301,639301,639301,639     70,590  58,730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     -  8,423 

    301,639301,639301,639301,639     70,590  67,15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25125125125,579,579,579,579     684,509  529,53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9,329959,329959,329959,329     1,161,921  82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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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50,84250,84250,84250,842     25,442  18,052 

  儲備    467467467467,447,447,447,447     853,928  804,9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8518518518,289,289,289,289     879,370  822,9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975975975975     1,113  968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519,264519,264519,264519,264     880,483  823,96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392392392392     960  - 

  銀行及其他貸款    10,63310,63310,63310,633     -  - 

  港口建設費返還    151,793151,793151,793151,793     -  - 

  可換股債券    194,301194,301194,301194,301     229,101  - 

  承兌票據    55,24355,24355,24355,243     51,377  - 

  遞延稅項    27,70327,70327,70327,703     -  3,704 

            

    440,065440,065440,065440,065     281,438  3,704 

            

    959959959959,329,329,329,329     1,161,921  82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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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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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共同控制實體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外，本集團之綜

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並為本集團之功能貨幣。 

 

過往年度調整 
 
於過往年度，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乃使用權益會計法列賬。 

 

於本年度，本集團收購了一家附屬公司，其共同控制實體乃經營碼頭及物流業務。鑒於其業務性質及

共同控制實體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的重要性，本集團擬採用比例綜合法確認其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以便能更好地呈列本集團此類可予呈報之經營新分部。根據比例綜合法，本集團應佔此類共同控制實

體之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以逐行列賬形式合併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之近似行列項目。於收購

日期確認的超過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有負債淨公允值的任何成本被確認為

商譽。商譽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呈列。收購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所產生商譽乃根據本集團收購一項

業務或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會計政策計量。當某集團實體與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進行交易，則按本

集團所佔有關共同控制實體中之權益為限抵銷損益。根據過往年度採用的權益法，於共同控制實體的

權益乃按成本於綜合財務狀況表進行初步確認，其後作出調整以確認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會計政策變動採用追溯性原則，對所呈報期間的累計虧損、起初淨資產及虧損均無影響。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企業的權益採納比例綜合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 

  設備增加 20,049 1,085 21,134 17,585 928 18,513 

減少於 

  一間共同控制 

  之權益 7,357 (7,357) - 8,044 (8,044) - 

非流動資產增加

總值 304,406 (6,272) 298,134 484,528 (7,116) 477,412 

       

存貨增加 9,456 2,085 11,541 25,976 4,418 30,394 

應收賬款及應收

票據、按金及

預付款項增加 162,811 1,714 164,525 124,029 2,041 126,0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增加 14,591 5,020 19,611 263,003 2,895 265,898 

流動資產增加 

  總值 587,871 8,819 596,690 745,745 9,354 755,099 

       

應付賬款及應計

費用增加 (12,270) (2,174) (14,444) (21,709) (1,827) (23,536) 

應付稅項增加 (32,398) (373) (32,771) (36,743) (411) (37,154) 

流動負債 

  增加總額 64,606 2,547 67,153 68,352 2,238 7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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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企業的權益採納比例綜合法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影響如下：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原先呈列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增加 188,359 17,149 205,508 

    

收入增加 156,930 17,149 174,079 

銷售成本增加 (135,575) (13,347) (148,922) 

毛利增加 21,355 3,802 25,15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增加 8,223 9 8,232 

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 (9,133) (457) (9,590) 

行政開支增加 (127,228) (1,722) (128,950) 

分攤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業績減少 1,428 (1,428) - 

除稅前虧損減少 (89,123) 204 (88,919) 

稅項增加 (4,387) (204) (4,591) 

 

2222....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原則編製，惟若干租賃物業、投資物資及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之重估金額

計算，並已於年報內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內詳述。 

 

在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對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作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之修訂 對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披露 

  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之修訂 

 （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 供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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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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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嚴重惡性通脹及刪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1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政府貸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 披露 - 轉讓財務資產
1

 

 披露 - 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之抵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財務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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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之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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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 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之抵銷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金融資產轉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增加對涉及金融資產轉讓之交易作出披露之規定。該等修訂旨在就於

一項金融資產被轉讓而轉讓人保留該項資產一定程度之持續風險承擔時，提高風險承擔之透明度。該

等修訂亦要求於整個期間內金融資產轉讓並非均衡分佈時作出披露。 

 

董事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日後就金融資產轉讓作出之披露造成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抵銷金

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澄清現時與抵銷規定有關之應用問題。具體而言，該等修訂澄清「目前擁

有可依法強制執行之抵銷權」及「同時變現及結付」之涵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規定實體就具有可強制性執行之統一淨額結算協議或類似安排項下之

金融工具而披露與抵銷權及相關安排（如抵押品過賬規定）有關之資料。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及該等年度期間之中期期間必須作出經修訂抵銷披露。

有關披露亦應就所有比較期間追溯作出。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方才生效，且須追溯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財務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財務工具引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以及終

止確認之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主要規定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所有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所有已確

認財務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就以業務模式持有以收取合約現金流為目的之債務

投資，及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擁有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

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此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之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權益性投資（並

非持作買賣）公平值之其後變動，惟只有股息收入通常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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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最重大影響乃歸因於財務負債信貸風險變

動之財務負債（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公平值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特別是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負債而言，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財務負債公

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綜合收入中確認，除非在其他綜合收入中確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或

擴大損益上之會計錯配。財務負債信貸風險之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 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全部金額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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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中採納，及應用該新準則可能對與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相關之報告金額有重大影響，因此，

就本集團金融資產而言，在詳細審閱完成前，提供對該影響之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有關綜合入賬有關綜合入賬有關綜合入賬有關綜合入賬、、、、共同安排共同安排共同安排共同安排、、、、聯繫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聯繫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聯繫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聯繫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一系列有關綜合入賬、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五項準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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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綜合財務報表之部

份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12號綜合入賬－ 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包括控制

權之新定義，其包含三個元素：(a)對被投資者之權力，(b)參與被投資者之運作所得或有權獲得之浮動

回報，及(c)運用其對被投資者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數額之能力。關於複雜情況之廣泛指引已加

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於合資公司之權益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

13號共同控制實體－ 企業之非貨幣出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乃關於兩方或多於兩方均有共同

控制權之共同安排該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共同安排分類為合作營運或合資經營，

視乎各方於安排下之權利及責任而定。相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共同安排分為三類：共同控

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營運。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項下之合資公司須以權益會計法入賬，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項下

之共同控制實體則可以權益會計法或比例會計法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為一項披露準則，適用於在附屬公司、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或未經綜合

結構性實體中擁有權益之實體。整體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所載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

定者更為全面。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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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提早應用，惟全部五項準則須同

時提早應用。 

 

董事預計，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採納該五項準則。應用該

五項準則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構成重大影響。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可能導致本

集團不再綜合呈列其若干投資對象，而過往並無綜合呈列之投資對象（例如：根據控制之新定義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之相關指引，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可能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可能會被

綜合呈列。此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可能導致本集團現時以比例綜合入賬方式計量之共同

控制實體之會計處理有所變動。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該等共同控制實體將會被分類為合營

公司或合資公司，視乎各方於共同安排項下之權利及責任而定。 然而，董事並未就應用該等準則之影

響進行詳細分析，故未能量化影響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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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設立有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之披露之單一指引。該準則界定公平值、

設立計量公平值之框架以及有關公平值計量之披露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之範圍廣泛，其應

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披露之財務工具項目及非財務工

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整體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所載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定者

更為全面。例如，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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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公平值

等級之量化及定性披露，將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加以擴展，以涵蓋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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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提早應用。 

 

董事預計，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而應用新準則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構成影響，並使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更為全面。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保留以單一報表或兩個分開但連續之報表之方式以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入之選擇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要求於其他全面收入部份中作出額外披露，以使其他

全面收入內之項目分為兩類：(a)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可能於其

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當於未來會計期間應

用該等修訂時，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將予相應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為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一般原則提供例外情況，訂明遞延稅項資產及

遞延稅項負債之計量應反映實體預期收回資產之賬面值之方式所帶來之稅務後果。具體而言，根據此

修訂，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利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被

假定透過銷售收回，除非此假定在若干情況下被駁回。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董事預期，於日後報

告期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可能導致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其賬面值假定從出售收回）

於過往年度確認之遞延稅項負債金額作出調整。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

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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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本期內於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及提供碼頭及物流服務所收或應收金額；出售持作買賣投資

總所得款項及利息收入。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  124,699124,699124,699124,699     174,078 

提供碼頭及物流服務  140,984140,984140,984140,984     -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所得款項  1,2071,2071,2071,207     31,429 

利息收入  ----     1 

        

  266,890266,890266,890266,890     205,508 

 

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呈報之資料乃著眼於本集團營運之性質。 

 

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的經營及呈報分部如下： 
 
拋光材料及器材 – 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 
 
碼頭及物流服務 – 裝卸服務、貯存服務及出租碼頭設施和設備 
 
投資           – 於持作買賣投資、可換股債券、可供銷售投資、衍生金融工具資產及 
                    聯營公司之投資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的收入及業績的分析：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分分分分部業績部業績部業績部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營運部門營運部門營運部門營運部門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拋光材料及器材  124,699124,699124,699124,699     174,078  (14,935)(14,935)(14,935)(14,935)     (4,509) 

碼頭及物流服務  140,984140,984140,984140,984     -  60,40660,40660,40660,406     - 

投資  ----     1  (421,602(421,602(421,602(421,602))))     5,815 

  265,683265,683265,683265,683     174,079  (376,131(376,131(376,131(376,131))))     1,306 

            

未能分配之企業支出      (5,675)(5,675)(5,675)(5,675)     (69,793) 

未能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5555     5,861 

未能分配之財務成本      (3(3(3(38888,,,,676676676676))))     (26,293) 

            

除稅前虧損      (4(4(4(420,47720,47720,47720,477))))     (88,919) 

 

營運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業績乃各分部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不包括

相關其他收入、中央行政費用、董事薪金、相關財務成本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之分配。這是向主要

經營決策者所報告作為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之評估的基準。 

 

本集團之拋光材料及器材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碼頭及物流服務位於中國大陸。投資業務則

在香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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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本集團按地域市場劃分之銷售分析（不考慮客戶來源）：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  41,90341,90341,90341,903     29,035 

中國大陸  217,898217,898217,898217,898     127,876 

其他亞洲地區  2,7672,7672,7672,767     12,755 

北美及歐洲  1,8301,8301,8301,830     1,018 

其他國家  1,2851,2851,2851,285     3,395 

        

  265,683265,683265,683265,683     174,079 

    

4444....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1,2761,2761,2761,276     21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4,5594,5594,5594,559     5,84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產生之利息收入   409409409409     1,348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121121121121    

  

311 

外匯兌換凈收入   13131313     43 

租金收入   497497497497     39 

撥回已確認對應收貸款／賬款之減值虧損   27,00027,00027,00027,000     26 

已收回之壞賬   ----     7 

雜項收入   756756756756     589 

         

   34,63134,63134,63134,631     8,232 

    

5555....    可換股債券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可換股債券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可換股債券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可換股債券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可換股債劵之公平值變動為減少 53,732,000 港元乃指本集團持有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被專業估價人

評估之公平值收益 (二零一零年：增加 4,401,000 港元)。 

    

6.6.6.6.    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之之之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中國鐵路貨運有限公司（「中國鐵路」）約 11.88%（二零

一零年：14.23%）股權，該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鐵路配發及發行普通股以增加一般營運資金。因此，本集團於中國鐵路的權益被稀釋 2.35%，導致

於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產生虧損約 20,782,000 港元。 

 

7777....    出售出售出售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之收益之收益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以現金代價約 17,924,000 港元將其於中國東方文化集

團有限公司之餘下權益出售。去年，出售收益約 13,971,000 港元已於綜合收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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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財務成本財務成本財務成本財務成本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重列)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4,7664,7664,7664,766     488 

融資租約承擔利息  55555555     24 

其他貸款利息  374374374374     155 

可換股債券之有效利息支出  27,04427,04427,04427,044     19,90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承兌票據之有效利息支出  6,8666,8666,8666,866     5,896 

        

  39,10539,10539,10539,105     26,472 

    

9999....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稅項支出包括：        

        

本年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1,2921,2921,2921,292     4,345 

  中國企業所得稅  8,2088,2088,2088,208     204 

  9,5009,5009,5009,500     4,549 

遞延稅項  2,6122,6122,6122,612     42 

          

  12,11212,11212,11212,112     4,591 

 

兩個年度之香港利得稅均按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之

稅率為 25%。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當時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機構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發出之信函（日照市國家稅務局日國稅函[2005]6號），日照

嵐山萬盛港業有限責任公司（「日照嵐山」）於首個取得營運盈利之年度開始首五年獲豁免繳交中國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而緊隨其後五年日照嵐山則可享有 50%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經計

及該等稅率激勵後已對本年度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日照嵐山自二零零五年（即其首個開始營運盈

利之年度）起開始享有該等豁免。日照嵐山有權享有 50%的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 12.5%收取。 

 

上海必美宜新華拋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必美宜新華」）為一間中外合資企業，從事生產業務。其

於首兩個盈利年度獲豁免繳交稅項，及於其後三個盈利年度享有 50%國家企業所得稅稅率減免優惠。

因此，上海必美宜新華處於免稅期，其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

年度按 1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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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00....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11614,11614,11614,116     4,87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74274274274     - 

  海域使用權攤銷  1,3101,3101,3101,31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附註）  23,72923,72923,72923,729     89,216 

 核數師酬金  1,1801,1801,1801,180     880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包括於行政費用）  7,0987,0987,0987,098     3,418 

 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  246246246246     1,8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03603603603     4,281 

 列作支出之存貨成本  179,711179,711179,711179,711     147,273 

 樓宇租約最低租金付款  2,7462,7462,7462,746     2,772 

分攤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72727272     2,100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二零一零年：

65,000,000 港元）包括於員工成本內。 

    
11111111....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派付或擬派任何股息，於報告期後亦無建議派付

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1112222....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44432323232,451,451,451,451))))     (93,65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83,3213,883,3213,883,3213,883,321     1,875,392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1(1(1(11111....14141414))))     (4.99) 

        

每股攤薄虧損  (1(1(1(11111....14141414))))     (4.99)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轉換本公司尚未行

使之可換股債券將導致每股基本虧損減少。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兩個年度，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考慮本公司之購股權被行使的因素，

乃由於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該等股份的市場平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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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333....    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應收票據應收票據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中之貿易應收賬款經扣除減值虧損後並根據發票日期於結賬日

 之賬齡分列如下：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一日一日一日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30 日內  34,8434,8434,8434,846666     15,246  23,474 

31 至 60 日  5,5235,5235,5235,523     21,549  16,892 

61 至 90 日  31,59831,59831,59831,598     5,800  7,542 

90 日以上  444444444444     5,267  6,074 

          

  72,41172,41172,41172,411     47,862  53,982 

應收票據  12,90312,90312,90312,903     -  375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4077,4077,4077,407     78,208  110,168 

          

  92,72192,72192,72192,721     126,070  164,525 

    

11114444....    應應應應付賬付賬付賬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款及應計費用款及應計費用款及應計費用    

    

 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之貿易應付賬款約 13,99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10,725,000 港元），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列如下：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一日一日一日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30 日內  6,7576,7576,7576,757     4,689  5,897 

31 至 60 日  5,1605,1605,1605,160     4,508  982 

61 至 90 日  929929929929     1,448  750 

90 日以上  1,1491,1491,1491,149     80  327 

          

  13,99513,99513,99513,995     10,725  7,95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6,49846,49846,49846,498     12,811  6,488 

應付港口建設費  107,071107,071107,071107,071     -  - 

          

  167,564167,564167,564167,564     23,536  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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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555....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每股面值 0.01 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     
年初 111155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000,000 111155550,0000,0000,0000,000    100,000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增加(附註 a) ----    5,000,000 ----    50,000 
           
年終 15,000,00015,000,00015,000,00015,000,000    15,000,000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           

年初 2,544,1982,544,1982,544,1982,544,198    1,805,198 25,44225,44225,44225,442    18,052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附註 b) ----    19,000 ----    190 
透過行使可換股債券(「債券二」) 
  發行之新股 (附註 c) 2,540,0002,540,0002,540,0002,540,000    720,000 25,40025,40025,40025,400    7,200 
           
年終 5,084,1985,084,1985,084,1985,084,198    2,544,198 50,84250,84250,84250,842    25,442 

 
附註 : 
 
(a)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於預期兌換可換股債券時將發行股份，本公司建議藉增設額外

5,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未發行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 100,000,000 港元（分為

10,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股份）擴大至 150,000,000 港元（分為 15,000,000,000 股每股

面值 0.01 港元之股份）。載有建議股份擴大詳情之通函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股東

已於本公司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批准建議

擴大本公司股本。 

 

(b)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若干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分別以認購價每股

0.075 港元及每股 0.64 港元行使總共 16,000,000 份購股權及總共 3,000,000 份購股權，總代價為

3,120,000 港元，由此發行總共 19,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新普通股。新股份在各方面與現

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c)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債券二持有人十一次行使換股權，將本金總額為

76,20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二兌換為本公司合共 2,540,000,000 股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可換股債券二持有人將本金總額為

21,60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二兌換為本公司合共 720,000,000 股每股 0.01 港元之普通股。 

 

 該等股份在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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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    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年內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約為 49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39,000 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租金收益率為 10%（二零一零年：1%）。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與租賃者訂立為期十二個月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款項約

 1,437,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78,000 港元)之合約。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辦公室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款項

 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於 1 年內  947947947947     2,092 

第 2 年至第 5 年  2,1232,1232,1232,123     4,033 

第 5 年之後  11,88811,88811,88811,888     11,172 

        

  14,95814,95814,95814,958     17,297 

    

經商議後的租賃合約之固定租金租期為兩至三十六年。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財務業績業務回顧及財務業績業務回顧及財務業績業務回顧及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 29.9%至約 266,900,000 港元。營業額上升

乃因為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完成收購碼頭及物流服務業務並增加了碼頭及物流服務之收入所致。於二零一一

年，拋光材料及器材之分部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28.4%，本年度投資之分部沒有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 432,5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93,7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可供出售投資之減

值虧損增加、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減值虧損增加、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之減值虧損增加、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減少及分攤聯營公司虧損增加。 

 

拋光材料及器材業務之分部虧損由二零一零年約為 4,500,000 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約為 14,900,000 港元，

虧損上升主要因為拋光材料及器材之銷售下降。拋光材料及器材業務分部之毛利率保持穩定。 

 

投資分部錄得分部虧損約為421,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度則錄得約6,000,000港元之溢利，主要由於可供出
售投資之減值虧損增加、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減值虧損增加、應收聯
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增加、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減少及分攤聯營公司虧損增加。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完成收購晉瑞國際有限公司（「晉瑞」）全部已發行股本，並間接擁有
日照嵐山50%的股權。日照嵐山乃一間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公司，主要為於中國山東省日照港嵐山港提供
碼頭和物流服務，包括裝卸及轉存鐵礦石、鋼製產品、木材及其他物品，以及出租碼頭設施和設備。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碼頭及物流服務分部錄得分部溢利約為60,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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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晉瑞與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日照港」）簽訂協議，據此，晉瑞及日照港各
自同意分別向日照嵐山增加資本人民幣80,000,000元，以將日照嵐山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140,000,000元增加
至人民幣300,000,000元。資本增加金額將用於建造日照嵐山兩個新的7萬噸泊位。該兩個新泊位預期於二零
一二年年底前投入營運。增加日照嵐山資本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完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貸款約102,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400,000港元），並於兩年內到期。董事會預期所有銀行貸款將由內部資源償還或於到期時滾存而為本集團

持續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427,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5,1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約為1.42，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比較數為10.70。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1,261,0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232,500,000港元）及總負債約741,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2,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負債比較總資產計算）為58.8%，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8.6%。 
 
已抵押資產已抵押資產已抵押資產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 63,000,000 港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26,800,000 港元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及市值約 9,300,000 港元存放於保證金戶口存放之上市證券，已抵押予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
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 6,200,000 港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市值約 40,200,000 港元存
放於保證金戶口存放之上市證券，已抵押予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主要投資主要投資主要投資主要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持有聯營公司權益、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及持作買賣之投資金額分別為約 41,000,000 港元、155,600,000 港元、45,200,000 港

元及 10,000,000 港元。年內，本集團錄得約 71,800,000 港元之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約 132,300,000 港元之聯

營公司權益之減值、約 20,800,000 港元之被視作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及約 500,000 港元之出售持作

買賣投資之虧損。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持有聯營公司權益、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及持作買賣之投資金額分別為約 110,200,000 港元、343,700,000 港元、106,700,000 港

元及 81,600,000 港元。年內，本集團錄得約 7,500,000 港元之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約 14,000,000 港元之出售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及約 9,000,000 港元之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投資則為港元。經營開支則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

本集團已制訂財資政策以監察及管理其匯率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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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              

 收購附屬公司  ----        401,074 
 共同控制實體之注資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292213,292213,292213,292        - 

           

  313,292313,292313,292313,292        401,074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美國經濟復甦步伐遲緩，且紓解歐債危機之具體措施舉步為艱，新興市場遭受負面影響。鑒於相關主要問

題會持續令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蒙受不利影響，預期二零一二年之經濟前景會持續黯淡，而市場情緒緊張。

本集團出售部份投資組合後，將會持續檢討及重組其投資組合及策略以及其業務範圍，藉以改善其財務表

現。 

 

美國及歐洲的經濟情況預期持續不明朗。中國的出口將因為消費品需求減少而受到負面影響。管理層預期

本集團的拋光產品之需求將會持續下跌。經營成本持續上升，但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故很難將所有之成本

升幅轉嫁給客戶。董事對拋光產品業務的前景保持謹慎。本集團將繼續執行成本節約措施、集中銷售高利

潤的產品和擴大分銷網絡。 

 

新收購的碼頭和港口業務運作理想，並有助於穩定本集團的收入和利潤。受惠於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和發

展山東省南部的經濟發展，預計對港口碼頭和物流服務的需求將持續增長。然而，由於受全球經濟疲弱及

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實施控制政策，過去強勁增長的進出口將會放緩。新開發的青島港董家口港區及贛榆

港區，將增加於對在附近地區運作的港口碼頭和物流服務的競爭。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致力加強及改善本集團所有業務分部，並提升本集團長期增長之潛力。 

    

重大收購重大收購重大收購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集團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代價約人民幣 343,000,000 元（約 413,000,000 港元）

收購晉瑞全部已發行股本。於完成收購晉瑞後，本集團間接擁有日照嵐山 50%的股權。日照嵐山乃一間於

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公司，主要為於中國山東省日照港嵐山港提供碼頭和物流服務，包括裝卸及轉存鐵礦

石、鋼製產品、木材及其他物品，以及出租碼頭設施和設備。有關收購之詳情已刊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二十七日刊發之通函內。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完成。 
 
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僱用約 160 (二零一零年：55) 名員工。員工之薪
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其他實物利益（參照行業慣例）及彼等之個人表現釐定。本集團亦有向僱員提供
購股權計劃，而董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員工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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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股份贖回或出售上市股份贖回或出售上市股份贖回或出售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內之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要求而成立，其主要責任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
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通過。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執行董事：鄭國和先生、楊秀嫺女士、陳瑞常女士及黎嘉輝先生；及
（2）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遠榮先生、林國興先生及吳慈飛先生。 
    
    
 代表董事會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國和鄭國和鄭國和鄭國和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