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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323）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末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減少約39.2%至259,100,000港元。

• 毛利減少約92.3%至8,600,000港元。

• 毛利率由26.0%跌至3.3%，主要由於營業額下跌及原材料成本增加未能悉數轉嫁
予客戶以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所致。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3,500,000港元。

• 每股虧損為5.0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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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一一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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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259,094 426,272
銷售成本 (250,504) (315,341)

毛利 8,590 110,931
其他收入 4 2,636 1,17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941) (2,3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9,281) (11,269)
行政開支 (33,033) (18,674)
其他開支 (3,963) –
上市開支 – (23,110)

除稅前（虧損）利潤 (36,992) 56,732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1,887 (1,807)

年度（虧損）利潤 7 (35,105) 54,925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異 5,046 2,254

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扣除所得稅） (30,059) 57,179

下列人士應佔年度（虧損）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33,541) 54,925
非控股權益 (1,564) –

(35,105) 54,925

下列人士應佔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495) 57,179
非控股權益 (1,564) −

(30,059) 57,179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港仙） (5.03)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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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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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3 35,312
預付租賃款項 6,510 6,478
其他無形資產 10 23,197 −
商譽 9,774 −

67,724 41,790

流動資產
存貨 69,608 71,357
預付租賃款項 211 20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1 100,193 76,747
已質押銀行存款 62,286 59,5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8,943 215,488

361,241 423,29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款項 12 28,272 24,478
應付稅項 5,670 2,838

33,942 27,316

流動資產淨值 327,299 395,98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95,023 437,77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432 –

390,591 437,77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67 6,667
儲備 382,609 431,1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9,276 437,771

非控股權益 1,315 −

總權益 390,591 43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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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雙星環球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本公司
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已於年報之引言內披露。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澳門從事製造及貿易家居及醫療用途的一次性衛
生用品（「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在香港（「香港」）代理甲基叔丁基醚（「甲基叔丁基醚」）產品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以及在英國（「英國」）批發及零售家居消耗品（「家居消耗品業務」）。

綜合財務報表已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本公司董事選擇港
元為呈列貨幣，原因是董事認為在控制及監管本集團的表現及財務狀況時，偏好使用港元呈列綜合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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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規定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撇銷金融負債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以及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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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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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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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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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採礦生產階段剝採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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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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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有關綜合、聯合安排、聯營公司以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有關綜合、聯合安排、聯營公司以及披露之五項準則組合已獲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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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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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關綜合財務報表之部
分，以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括
控制權的新釋義，其載有三項元素：(a)對被投資方的權力，(b)來自其涉及於被投資方的可變回報的
風險或權利，及(c)其運用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的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已加入廣泛指引以處理複雜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一項披露準則，適用於於附屬公司、聯合安排、聯營公司及╱或未綜合
結構實體擁有權益之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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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五項準則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容許提前應用，惟須同時提
前採用此等五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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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會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採納此等五項準則。
應用此等五項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用途之資料乃專注於所交付
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類別。此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準。

去年，本集團按董事會檢閱以下列兩項主要經營分部呈報其分部資料－(1)家居用途的產品及(2)醫療
用途的產品。於本年度，本集團收購兩間新附屬公司，其代表兩個新分部（即甲基叔丁基醚業務及家
居消耗品業務）。此外，由於家居用途的產品業務及醫療用途的產品業務目前由主要經營決策者整體
管理及審閱，故就內部申報而言，家居用途的產品分部及醫療用途的產品分部目前已合併為單一經
營及可申報分部，即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分部。此外，為釐訂該分部的分部業績，就內部申報而
言，董事酬金目前並無計入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之分部業績，而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之分部業績目
前已計入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之銷售開支、行政開支、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及預付租賃款項攤
銷。因此，用於分部申報之比較數字已經重列。董事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定期檢討該三個
分部的表現。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及可申報分部如下︰

•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 買賣及製造醫療及家居用途的一次性衛生用品

•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 甲基叔丁基醚產品的代理服務

• 家居消耗品業務 － 買賣家居消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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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可申報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甲基叔丁
基醚業務

家居消耗品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245,027 807 13,260 259,094

分部（虧損）利潤 (6,337) 1,244 432 (4,661)

銀行利息收入 1,829

其他收益及虧損 1,723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0,142)

中央行政費用 (15,741)

除稅前虧損 (36,992)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千港元

（經重列）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426,272

分部利潤 85,884

銀行利息收入 1,171

其他收益及虧損 (2,246)

上市開支 (23,110)

中央行政費用 (4,967)

除稅前利潤 56,732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利潤（虧損）指各分部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上市開支、銀行利息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稅項所賺取的利潤（或產生之虧
損）。此乃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的衡量方式。

– 7 –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分部資產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136,499 190,099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48,496 –

家居消耗品業務 19,770 –

總分部資產 204,765 190,099

商譽 9,774 –

其他無形資產 23,197 –

已質押銀行存款 62,286 59,5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8,943 215,488

綜合資產 428,965 465,087

分部負債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18,435 24,478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2,620 –

家居消耗品業務 7,217 –

總分部負債 28,272 24,478

應付稅項 5,670 2,838

遞延稅項負債 4,432 –

綜合負債 38,374 27,316

為監管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已質押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
部。

• 除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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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甲基叔丁
基醚業務

家居消耗品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量分部利潤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資本性增加 9,272 – 748 10,0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1,089 – 23 11,1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 – – 11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3,653 − − 3,653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量分部利潤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資本性增加 6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419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71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

下列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益的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額來自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245,027 426,272
—家居消耗品業務 13,260 –
來自甲基叔丁基醚業務的代理費用收入 807 –

259,094 42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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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區的資料

在釐定本集團有關地區的資料時，分部應佔收益按客戶的位置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市場（而不論產品來源）的收益分析。

各地區市場的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英國 151,778 146,326
挪威 79,998 100,047
美國 16,808 167,374
愛爾蘭 4,287 −
法國 3,381 –
瑞典 889 1,805
中國 807 −
德國 781 3,918
其他 365 6,802

259,094 426,27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位於中國、英國、香港及澳門之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33,175,000港元、
20,399,000港元、13,317,000港元及833,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位於中國及澳門之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41,271,000港元及519,000港
元。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相關年度佔本集團總銷售額逾10%的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79,998 100,046
客戶B1 71,687 64,749
客戶C1 57,510 55,489
客戶D1 − 145,697

1 來自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收益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29 1,171
服務收入 807 –

2,636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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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 1,723 (2,3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 –

確認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3,653) (71)

其他 – 128

(1,941) (2,317)

6.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04 –

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 1,373 1,807

1,577 1,80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5) –

遞延稅項 (3,339) –

(1,887) 1,807

(i) 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就該等年度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就二零零四╱二零零五課稅年度（即截至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發出5,600,000港元
的利得稅評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集團已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該評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香港稅務局就二零零五╱零六課稅年度（即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向該全資附屬公司發出5,250,000港元的利得稅評稅。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已
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該評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及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課稅年度，涉及的附屬公司並
無於香港進行任何業務。因此，董事相信上述附屬公司毋須支付該等課稅年度的利得稅，故認
為毋須就評稅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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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實體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一般企業所得稅率為25%。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惠州市駿洋塑膠有限公司（「惠州駿洋」）有權於其首兩個經營獲利
年度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有權獲減免未來三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的50%。惠
州駿洋的首個獲利年度自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開始。因此，惠州駿洋
有權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獲得中國企業所得稅的5 0 %減免，實際稅率為
12.5%。自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開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iii) 澳門

誠如澳門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頒佈的第58/59/M號法令第2章第12條所示，駿昇有限
公司－澳門離岸商業服務（「駿昇」）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

7. 年度（虧損）利潤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利潤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2,000 1,705

董事酬金 4,620 965

其他員工成本 14,481 9,4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86 552

員工成本總額 19,787 11,006

存貨成本 230,362 315,3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861 9,21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銷售成本） 20,142 –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51 201

收購事項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已計入其他開支） 3,963 –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建議派付股息，而自報告期間結束起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
息（二零一一年：每股0.03港元，宣派總額約200,000,000港元並於報告期間結束後派付）。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達到140,000,000港元，乃由駿昇於為本
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進行之集團重組（「集團重組」）完成前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宣派。股東為
駿昇的董事，而股息分派已通過與駿昇董事的結餘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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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計算乃按以下數據得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利潤 (33,541) 54,925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6,666,000 540,857,781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假設招股章
程附錄六所披露的資本化發行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發生，並假設集團重組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一日生效。

概無呈列該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原因是概無已發行的潛在普通股。

10. 其他無形資產

代表銷售合約及於本年內收購作為業務合併一部分之客戶網絡。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55,661 52,545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3,653) –

52,008 52,545
應收票據 19,385 18,069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23,784 947
其他應收款項 5,016 5,186

100,193 76,747

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
（扣除呆賬撥備）及應收票據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0－30日 50,592 31,844

31－60日 18,133 5,108

61－90日 1,560 8,920

超過90日 1,108 24,742

71,393 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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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20,660 17,773

應計款項 3,113 1,054

其他應付稅項 941 605

其他 3,558 5,046

28,272 24,478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7,205 13,070

31－60日 3,316 3,261

61－90日 130 99

超過90日 9 1,343

20,660 1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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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年內，本集團一直從事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甲基叔丁基醚業務以及家居消耗品業
務。

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約為33,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54,900,000港元）。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26,300,000港元減少167,200,000港
元或39.2%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59,100,000港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及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及佔
本集團總收益的百分比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按分部劃分：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245,027 94.6 426,272 100.0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807 0.3 – –
－家居消耗品業務 13,260 5.1 – –

總計 259,094 100.0 426,272 100.0

按地區劃分：

英國 151,778 58.6 146,326 34.3
挪威 79,998 30.9 100,047 23.5
美國 16,808 6.5 167,374 39.3
愛爾蘭 4,287 1.7 − −
法國 3,381 1.3 – –
瑞典 889 0.3 1,805 0.4
中國 807 0.3 − −
德國 781 0.3 3,918 0.9
其他 365 0.1 6,802 1.6

259,094 100.0 426,27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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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426,300,000港元減少181,300,000港元或42.5%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45,000,000港元，主
要由於該等產品的主要市場美國及歐洲市場的經濟狀況不景所致。甲基叔丁基醚業務及
家居消耗品業務的收益來自本集團於年內新收購的業務，故未能作比較。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15,300,000港元減少20.6%至二零一
二年同期的250,500,000港元，減少主要因為收益下跌，部分因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增加
20,142,000港元而被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10,900,000港元減少102,300,000港元或
92.3%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8,600,000港元。本集團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毛利率由截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6.0%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10.7%，主要為主要及
輔助原材料成本增加的結果，而該增長因市況欠佳而不可全數轉嫁予客戶。此外，廠房
所在地區的不穩定電力供應造成生產線定期受到干擾，導致較高的重新啟動成本及材料
浪費。鑒於其他無形資產攤銷19,975,000港元，故年內甲基叔丁基醚業務錄得毛損。由於
有關家居消耗品業務的收購事項於接近財政年度結束時方完成，故該兩個業務分部對本
集團的貢獻並非十分重大。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毛利（損）及毛利
（損）率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按分部劃分： 千港元 % 千港元 %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26,137 10.7 110,931 26.0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19,167) (2,375.1) – –
－家居消耗品業務 1,620 12.2 – –

8,590 3.3 110,931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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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10,900,000港
元減少84,800,000港元或76.4%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6,100,000港元。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及家居消耗品業務為於年內新收購的業務，故未有可比較資料。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服務收入及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1,200,000港元增加1,500,000港元或125.1%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600,000港元，主
要由於服務收入及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淨匯兌收益（虧損）以及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項之減值虧損3,700,000港元及淨匯兌收益1,7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同期，其他收
益及虧損主要包括淨匯兌虧損2,4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輸開支、海關及檢查費用以及支付予銷售代理的佣金，該等
銷售代理不時向本集團轉介新訂單。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11,300,000港元減少2,000,000港元或17.6%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9,300,000港元，
主要因為所支付佣金及運費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包括董事）、員工福利開支、預付租賃款項攤銷、行政用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以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18,700,000港元增加14,300,000港元或76.9%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33,000,000港
元，主要因為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金增加以及收購事項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及其他無
形資產攤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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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指就收購甲基叔丁基醚業務及家居消耗品業務而向專業人士支付的法律及專業
費用，而概無有關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入脹。

除稅前（虧損）利潤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除稅前虧損37,000,000港元（而截至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前利潤為56,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之虧損主要因
為毛利大幅下降1 0 2 , 3 0 0 , 0 0 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1 4 , 3 0 0 , 0 0 0港元及其他開支增加
3,900,000港元，部分被其他收入增加1,500,000港元以及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2,000,000港
元、其他收益及虧損減少400,000港元及上市費用減少23,100,000港元所抵銷。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稅項抵免1,9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開支為1,800,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57,200,000港元利潤減少85,700,000港元或149.8%至二零一二年同期虧損28,500,000港
元。

末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建議派付股息，而自報告期間結束起並無建議
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每股0.03港元，宣派總額約200,000,000港元並於報告期間結
束後派付）。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已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達到140,000,000港元，乃由
駿昇於為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進行之集團重組（「集團重組」）完成前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宣派。股東為駿昇的董事，而股息分派已通過與駿昇董事的結餘清償。

– 18 –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營運資金的主要來源為由銷售其產品產生的現金。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0.6（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5.5）。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貸款除以股東權益計算得出）為
零。

外幣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若干銷售交易以外幣計值，令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
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若干貨幣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外幣計值。本集團所承擔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美元、港
元、英鎊及澳門帕塔卡（「澳門元」）的匯價波動。預期本集團所承擔有關貨幣金融資產的
貨幣風險屬有限，因為美元及澳門元與港元掛鈎。

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主要集中於來自本集團銀行結餘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的利率波
動。本集團就銀行結餘及已質押銀行存款面對的利率風險預期並不重大。

資產押記

銀行存款62,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9,500,000港元）已質押作為授予本集團的若干銀
行融資的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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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收購下列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綠星環保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綠
星」）就收購中星（離岸）化工資源貿易有限公司全部股權與胡文衛先生訂立有條件買賣協
議，現金代價為25,000,000港元。該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完成。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綠星就收購S&J Distribution Limited全
部股權與James Macrae先生及P Macrae太太訂立買賣協議，總現金代價約為23,486,000港
元，而該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完成。

建議收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綠星與Core Winner Holdings Limited訂立
協議以共同投資不多於12,000,000港元於北京思科微創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之公司）。收購事項將有待取得中國相關政府機關之所有必要批准後，方告完成。

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僱員數目約為145人，僱員獲給予具競爭力之薪酬待
遇，而該等薪酬待遇乃按市場情況密切監察，而僱員亦會根據個人表現獲發酌情花紅等
獎勵。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全面之福利待遇及事業發展機會，其中包括醫療福利、按個別
員工需要提供之在職及外部培訓。

前景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本集團持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及產品，務求實現本集團成為歐洲國家及美國家
居及醫療用途一次性衛生用品的領先製造商的願景。儘管歐洲國家及美國的經濟狀況不
景，惟本集團有信心來年可自現有客戶取得穩定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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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年內收購的甲基叔丁基醚業務為本集團打入中國石化市場的良機。收購甲基叔丁基醚業
務不但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亦是本集團將業務範圍多元化發展至具增長潛力業務
的良機。

家居消耗品業務

收購家居消耗品業務為本集團將家居消耗品業務及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拓展至其他歐洲
國家的踏腳石，原因是該兩項業務的客戶屬互有關連。收購此項業務為本集團提供穩健
的收益及利潤增長。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十分重視其企業管治常規，且董事會堅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能提升本公司對股
東的責任及透明度。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規管其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董事會亦會不時
檢討並監察本公司的運作，以期維持並改善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截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應用及符合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現行第A.6.6

條」），惟下文所載之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第A.6.6條（「現行第A.6.6條」）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的現行第A.6.6條規定（其中包括）各董事須向發行人披露其
於其他公眾公司或機構擔任有關職務所涉及的時間及其他重大承擔。

根據先前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前獲應用之守則條文第A.5.6條（「先前條
文」）亦有類似規定。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覃通衡先生、覃漢昇先生及李秀清女士（彼等
均為在本公司擔任全職職位之執行董事）已充分處理本公司之大部分業務及營運事宜，故
本公司並無收到任何董事於本公司及其他公眾公司、機構所付出的時間以及其他重大承
擔的記錄。此構成現行第A.6.6條與先前條文的偏離情況。然而，各董事已於有需要時履
行及執行其作為本公司董事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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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要求所有董事按季披露彼等在本公司、其他公眾公司或機構擔任的所有董事職
位及職務所付出的時間以及其他重大承擔作為處理上述偏離情況的行動方案，以遵守守
則條文第A.6.6條的規定。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買賣證券的行為守則。經對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
認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已載入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總數

（附註）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黃偉昇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9,999,590 61.5%

覃漢昇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9,999,590 61.5%

附註：該409,999,590股股份由雙星環球有限公司持有，其由黃偉昇先生及覃漢昇先生分別實益擁有50%及

5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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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入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另有披露者外，年內及截至本公佈日期止內任何時間，概無任何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
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可藉購買本公司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
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
其他法人團體中獲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非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已向本公司披露、或已載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名稱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概約
權益百分比

雙星環球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409,999,590 61.5%
Speeder Link International Ltd

（附註2）
證券權益 476,666,000 71.5%

劉芬珍（附註3） 受控制法團權益 476,666,000 71.5%

附註：

1. 本公司分別由黃偉昇先生及覃漢昇先生最終實益擁有50%及50%權益。

2. 合共476,666,000股股份（由雙星環球有限公司、Imperishable Land Limited、Smooth Auspicious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Wise Attempt Limited分別實益擁有409,999,590股股份、19,999,918股股份、
26,666,574股股份及19,999,918股股份）被視作由Speeder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作為擁有股份的
證券權益的人士）持有當中的權益。

3. 該等476,666,000股股份由劉芬珍全權控制的公司Speeder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根據證劵

及期貨條例，劉芬珍被視為於Speeder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之所有股份擁有權益。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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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通過之一項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旨在鼓勵及獎賞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行政人員及高級職員（包括執
行及非執行董事），以及將會或曾經對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作出貢獻之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之顧問、諮詢人、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商、客戶、業務夥伴、合營業
務夥伴、發起人、服務供應商。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
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i)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ii)於任何一年已經及可能向任何個別人士授出購股權項下已
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之1%。

購股權可於獲接納日期起計十年期間內隨時行使。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下列
之較高者︰(i)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平均收
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面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至本公佈日期期間，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於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書面權責範圍遵照
上市規則訂立。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
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生。審
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就核數、內部監控
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進行討論，並認為本公司已遵守所有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及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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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本集團於初步公佈所載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所載之數據，等同
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由於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
之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
委聘準則而進行之鑒證委聘約定，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具體
保證。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其主要職責為就本
公司董事薪酬作出評估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此外，薪酬委員會負責檢討本集團高級管
理層的表現，以及決定其薪酬架構。薪酬委員會現時的成員為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
及許植焜醫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以向董事會推薦候
選人填補董事會空缺。提名委員會現時的成員為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
生。

刊登末期業績公佈及年報

此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可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 w w w . h k e x . c o m . h 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newtreegroupholdings.com)可供閱覽。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召開股東週年
大會的通告將適時發出及派發予本公司股東。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以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股東的身份。為符合
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
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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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資料變更如下︰

－ 曾浩嘉先生及宋婷兒女士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
事；

－ 易美貞女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 郭錦添先生（「郭先生」）、金利群先生（「金先生」）及許植焜醫生（「許醫生」）於二
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 覃通衡先生（「覃先生」）及李秀清女士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之執行
董事；

－ 李端棠先生（「李先生」）、周祖蔭先生（「周先生」）及陳秉中先生（「陳先生」）於二
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 郭先生、金先生及許醫生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的成員；

－ 陳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周先生及李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彼等作為
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

－ 周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李先生、陳先生及覃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
彼等作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
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

－ 李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周先生及陳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彼等作為
提名委員會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
主席。

承董事會命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覃漢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覃漢昇先生、黃偉昇先生、李志成先生、曾浩嘉先
生、易美貞女士及宋婷兒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
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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