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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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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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YU SHENG TANG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北京御生堂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41）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北京御生堂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114,563 1,878,475
銷售成本  (1,094,239) (1,827,874)
   

毛利  20,324 50,60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
 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6 (430,825) (121,37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466 2,623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167) (1,803)
行政開支  (37,003) (33,230)
融資成本 5 (11,856) (19,601)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6 (21,704) –
   

除稅前虧損 6 (478,765) (122,788)
稅項 7 9,895 1,618
   

本年度虧損  (468,870) (12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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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488 4,527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3,488 4,527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465,382) (116,643)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67,851) (120,373)

 非控股權益  (1,019) (797)
   

  (468,870) (121,17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64,323) (115,820)

 非控股權益  (1,059) (823)
   

  (465,382) (116,6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經重列）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38.34)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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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322 37,354

預付租賃款項  33,175 32,870

其他按金  190 2,187

無形資產 10 135,558 152,320

商譽  9,935 9,935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0,180 234,666
   

流動資產
存貨  6,704 14,17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57,447 300,5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3,902 62,540

應收貸款  66,838 20,000

可收回稅項  573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  715,251 487,67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008 248,0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314,614 509,938
   

流動資產總額  1,230,337 1,642,90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22,590 218,68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3 159,053 143,950

應繳稅項  52 447

銀行貼現票據墊款 11 31,169 –

銀行貸款  28,751 35,672
   

流動負債總額  241,615 398,749
   

流動資產淨額  988,722 1,244,1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8,902 1,47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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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4 – 161,347

遞延稅項負債  10,953 20,648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953 181,995
   

資產淨額  1,197,949 1,296,82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6,549 41,185

儲備  903,193 1,256,3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99,742 1,297,559

非控股權益  (1,793) (734)
   

權益總額  1,197,949 1,29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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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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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告準則
  第7號披露之比較資料所獲有限
  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
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因此， 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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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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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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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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
  固定日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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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貸款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
  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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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之影響。本集團於現階段未能
確定該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以與內部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資料所用之一致方式，
分為下列營運分類：

• 供應及採購分類業務為金屬礦物及循環再用金屬材料之供應及採購活動；

• 藥業分類業務為生產及銷售中藥；

• 提供融資分類業務為提供短期貸款融資之活動；及

• 證券投資分類業務為投資股本證券、股票掛鈎票據及可換股債券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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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申報分類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供應及採購 藥業 提供融資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及收入 1,059,617 34,490 4,418 16,038 1,114,563
     

分類業績 (15,165) (8,053) 4,235 (414,792) (433,775)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3,727
未分配開支     (15,157)
融資成本     (11,856)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21,704)
     

除稅前虧損     (478,765)
稅項     9,895
     

本年度虧損     (468,870)
     

資產與負債
分類資產 101,175 306,954 73,289 715,251 1,196,669
未分配資產     253,848
     

總資產     1,450,517
     

分類負債 41,102 209,783 250 – 251,135
未分配負債     1,433
     

總負債     252,568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及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已分配 – 3,619 – – 3,619
 －未分配     603
     

     4,222
     

資本開支
 －已分配 – 2,618 – – 2,618
 －未分配     1,869
     

     4,487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21,704 – – 2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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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供應及採購 藥業 提供融資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及收入 1,857,066 15,791 3,289 2,329 1,878,475
     

分類業績 31,708 (3,404) 3,250 (119,053) (87,499)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1,582

未分配開支     (17,270)

融資成本     (19,601)
     

除稅前虧損     (122,788)

稅項     1,618
     

本年度虧損     (121,170)
     

資產與負債
分類資產 682,599 313,105 21,315 492,663 1,509,682

未分配資產     367,887
     

總資產     1,877,569
     

分類負債 219,780 191,109 226 – 411,115

未分配負債     169,629
     

總負債     580,744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及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已分配 – 2,722 – – 2,722

  －未分配     763
     

     3,485
     

資本開支
 －已分配 – 1,866 – – 1,866

 －未分配     124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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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位置劃分之分類
收入以及非流動資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不包括香港）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之銷售額及收入 20,456 5,618 1,094,107 1,872,857 1,114,563 1,878,475
      

其他分類資料
非流動資產 2,716 1,784 217,464 232,882 220,180 234,666
      

上表呈報分類收入顯示外來客戶產生之收入。本年度內並無分類間銷售（二零一一年：無）。

可申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虧損，
當中不包括公司間之收入及開支、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未分配開支、融資成本、無形資
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及稅項。此為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以就資源分配作出決定並評
估分類表現之計量。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過去兩年，客戶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主要來自供應及採購分類。截至二零一二
年止年度，佔總銷售額10%以上之四名主要客戶分別貢獻約284,330,000港元、200,309,000港
元、119,924,000港元及113,59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止年度，佔總銷售額10%以上之兩
名主要客戶分別貢獻約343,394,000港元及189,5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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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年內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之售出貨物發票淨值以及提供融
資及投資之收入。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物 1,094,107 1,872,857

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 4,418 3,289

投資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15,361 1,423

投資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609 –

投資股票掛鈎票據之利息收入 68 906
  

 1,114,563 1,878,475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254 1,697

其他利息收入 13 3

租金收入 120 180

匯兌收益 – 4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7 –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2,159 –

已收賠償 8,473 234

雜項收入 360 94
  

 12,466 2,623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3,966 4,245

 可換股票據（附註14） 7,890 15,356
  

 11,856 1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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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6,809 6,323

 退休金計劃供款 655 317
  

員工成本總額 7,464 6,640
  

已售存貨成本 1,013,979 1,767,44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429 2,731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793 754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10） 21,704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之所得款項 (230,820) (93,582)

 減：銷售成本 251,399 125,798
  

 投資上市股本證券之已變現虧損淨額 20,579 32,21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410,246 89,16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投資之虧損淨額 430,825 121,378
  

7. 稅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本年度稅項支出 215 77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4) (1)
  

 161 777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0,056) (2,395)
  

 (9,895)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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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
率計算（二零一一年：16.5%）。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本集團經營
業務之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67,851 120,373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220,356 801,262
  

由於本公司於年內進行股份合併及供股，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而言，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分別作出調整及重列。

由於兌換可換股票據、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二零一一年：並無認股權證）將導致截至二
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減少，因而具反攤薄效應，因此該
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相同。

10.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生產及銷售金花清感（現時用作為醫療機構製劑）之知識產權。金花清感是一種
能醫治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類型流行性感冒之病人的中藥。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知識產權之可收回款項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
知識產權之減值審閱乃根據預期未來現金流量及管理層所批准涵蓋其預測使用年期之財務
預算釐定。使用價值方法所應用之貼現率為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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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所計算之使用價值低於知識產權之賬面值，因此於二零一二年
確認減值虧損約21,704,000港元。減值虧損已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列賬。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形資產之公允價值約為135,558,000港元，乃根據獨立合資
格專業估值師以貼現現金流之方式就無形資產進行估值後所發表之估值報告計算。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1,260 10,822

應收票據 36,187 289,720
  

 57,447 300,542
  

除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以信貸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
一個月，而主要客戶則可延長至三至六個月。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高級管理層會
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不計息。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允
價值相若。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減值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6,443 141,675

31至60日內 37,443 23,784

61至90日內 2,744 130,025

91至180日內 3,627 4,125

超過180日 7,190 933
  

合計 57,447 300,54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將應收票據約31,169,000港元貼現予銀行（二
零一一年：無），以換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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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6,443 141,675

逾期少於一個月 37,443 23,784

逾期一至三個月 6,371 134,150

逾期超過三個月 7,190 933
  

 57,447 300,542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乃與在近期並無拖欠款項記錄之顧客有關。

逾期但未作減值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乃與數名與本集團有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顧客有關。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結餘被視為依
然能全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或其他信用增進物。

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422 84,101

31至60日內 3,802 867

61至90日內 2,118 126,543

91至180日內 3,767 2,579

超過180日 10,481 4,590
  

 22,590 218,68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乃不計息及一般於60日內結賬。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有應付票據約5,4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6,284,000港元），其賬齡為30日內至超過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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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賬款（附註） 156,904 139,401

應計款項 2,149 4,549
  

 159,053 143,950
  

附註： 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項約114,69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2,159,000港元）為轉讓
無形資產之代價餘額。有關無形資產之詳情，請參閱附註10。

14. 可換股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定義見下文）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 161,347
  

 – 161,347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金利豐」）訂立配售協議，據此，
金利豐同意（其中包括）按竭誠盡力之基準促使承配人按初步換股價每股0.62港元，現金認購
本金額最多為244,900,000港元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二零一零
年可換股票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到期，年利率為1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
日，本金總額244,900,000港元之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已發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名承配人兌換本金總額55,800,000港元之二零一零年可換股
票據，導致本公司發行合共9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並無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獲兌換或贖回，於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之尚未償還本金額維持為189,1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債務部分之公允價值乃於其各自之發行日期採用並無兌換選擇權之
類似票據之相等市場利率估計。剩餘價值劃分為權益部分及計入股東權益。

債務部份之實際利率為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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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並無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獲兌換，而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購回本金總額189,100,000港元之全部尚未行使二零一零年可
換股票據（「所購回票據」），代價為187,209,000港元，較所購回票據本金總額折讓1%。所購
回票據之持有人亦已同意豁免所購回票據計算至所購回票據購回當日為數約1,233,000港元
之應計利息。已付代價首先分配至債務部份，餘額約19,809,000港元則分配至購回權益部份。
購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約2,159,000港元已於損益賬確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
無尚未行使之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

年內，可換股票據債務部份之變動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之債務部分 161,347 147,882

本年度利息開支（附註5） 7,890 15,356

已付利息 (912) (1,891)

購回可換股票據 (168,325) –
  

於年終之債務部分 – 161,347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1,114,563,000港元，較去
年減少41%（二零一一年：1,878,475,000港元），並錄得毛利20,324,000港元，較去
年減少60%（二零一一年：50,601,000港元）。本集團之收入及毛利減少，主要由於
本集團供應及採購業務於年內之金屬礦物銷售量減少所致。

於回顧年度期間，本集團供應及採購業務仍然集中於採購、運輸及供應金屬礦物。
此業務錄得收入1,059,61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857,066,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43%，並產生經營虧損15,165,000港元，而去年則錄得經營溢利31,708,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最後一季，由於中國政府對地產行業實施財政緊縮措施，使內地之
建築材料市場市況迅速放緩及金屬礦物需求下跌。金屬礦物需求顯著下跌導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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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收入及溢利減少，此外，金屬礦物市場於二零一一年第四季非常波動，亦
影響此業務之商品定價，最終導致一宗付運貨物終以相當虧損完成交易。另由於
一批付運鐵礦石的礦物質含量出現偏差而產生虧損約8,000,000港元，故對此業務
之業績進一步造成負面影響。本集團已開始向該批付運礦物的供應商提出仲裁索
償，有關案件最終透過調解方式獲得解決。本集團獲賠償約4,500,000港元，當中
已收取約2,600,000港元，有關款項連同類似性質之兩項其他索償之賠償額合共約
8,500,000港元已計入其他收入內，並部份抵銷此項業務所產生之虧損。整體而言，
回顧年度乃此業務艱苦經營的一年。展望將來，內地之金屬礦物市場有漸趨穩定
之跡象，鑑於內地現時之經濟狀況，管理層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之金屬礦物需求及
價格將趨於穩定。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藥業業務之收入增加118%至34,49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5,791,000港元），主要為金花清感（一種能醫治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類
型流行性感冒之病人的中藥）之銷售收入。金花清感現時於北京市指定醫療機構
用作醫療機構製劑，待取得中國大陸相關機構發出新藥證書後，此業務將可於市
場上以非處方藥物的形式向公眾推售金花清感。本集團已就申請有關證書遞交
醫藥測試結果，並正等待回覆及申請結果。儘管收入增加，此業務錄得經營虧損
8,05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404,000港元），主要由於營銷金花清感產生大量宣
傳開支，以及藥品之銷售量未能達到可抵銷該業務經營成本之規模，尤其是營運
早期階段較高之開業成本。管理層已根據（其中包括）金花清感之未來現金流量（經
考慮其過往表現）及金花清感之財務預算，就生產及銷售金花清感之知識產權之
價值進行年度審閱。基於對該藥品前景之修訂，決定應確認減值虧損21,704,000港
元（二零一一：無）。

年內，融資業務繼續為本集團業績帶來穩定收入。此業務錄得收入及經營溢利分
別為4,41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289,000港元）及4,2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3,25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34%及30%。有關增長主要由於墊付予客戶之平均貸
款金額較去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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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之證券業務產生整體經營虧損414,79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19,053,000港元）。本集團投資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可換股債券及股票掛鈎票據，
於財政年度結算日，所產生之虧損主要為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及可換股債券之未變
現虧損410,24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9,162,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67,85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20,373,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38.34港仙（二零
一一年：15.02港仙（經重列））。有關虧損主要來自本集團證券投資業務所產生之
虧損。於整個財政年度，香港股票市場持續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緩慢之
經濟復甦、中國政府對銀行及地產行業實施財務緊縮政策及內地經濟之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放緩之負面影響。由二零一一年四月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恆生指數、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及恆生綜合中型股指數分別下跌約14%，21%及23%。年內大部
份時間投資者信心及市場氣氛薄弱，而本集團所投資之上市證券價格亦下跌。於
年結日，本集團之證券組合主要包括綜合企業公司、基建公司、物業公司、礦業
及資源公司、工業物料公司、消費電子公司、保健服務公司、農業機械公司、汽
車零售公司及金融服務公司之上市股本證券。於年結時，本集團證券及可換股債
券組合之價值為715,25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87,676,000港元）。展望將來，預
期全球金融及投資市場將繼續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經濟復甦情況及內地
經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等因素而持續波動。管理層將不時檢討及重新制定投
資策略，以應付此等市場波動。

展望

年內，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到全球金融問題之負面影響，並錄得
虧損。展望將來，因本集團之營商環境存在種種不明朗因素及充滿挑戰，管理層
將審慎及謹慎地管理本集團業務，並將定期檢討業務策略，務求確保為股東帶來
穩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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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之原則及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指已
闡明原因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偏離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
所載之規定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該條文規定，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
分一（或如彼等之人數並非三(3)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一之人數為準）
當時在任之本公司董事須輪值告退。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
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無較守則所載之規定寬鬆。

守則條文第E.1.2條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偏離

董事會主席孫粗洪先生因有其他重要業務處理，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蘇家樂先生
已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63條主持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首先經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之後方由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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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全年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頁(www.beijingyst.com)可供查閱。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寄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刊登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孫粗洪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粗洪先生（主席）、蘇家樂先生（行政總裁）、
白建疆先生及李春陽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泰先生、翁以翔先生及
逯新生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