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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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ragonit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叁 龍 國 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之比較

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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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貨品 9,755 6,141

 減︰銷貨成本 (5,936) (34,024)
  

3,819 (27,88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16,578) (110,520)

 租金收入 2,220 —
  

(10,539) (138,403)

其他收入 1,352 1,791

其他損益 (10,674) 377

經銷費用 (3,404) (333)

行政支出 (28,679) (29,599)

其他支出 (3,430) —

財務費用 (824) (661)
  

稅前虧損 (56,198) (166,828)

所得稅支出 5 (188) (32)
  

期內虧損 6 (56,386) (166,86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為呈列貨幣引致的匯兌差額 (136) 4,31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56,522) (162,542)
  

（經重列）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5.65)港仙 (38.1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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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087 25,799
 投資物業 145,000 145,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410 9,730
 預付租賃款項 2,664 2,690

  
181,161 183,219

  
流動資產
 存貨 10,275 8,487
 應收貿易賬項 9 1,963 4,18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6,554 6,878
 可收回稅項 － 1,579
 預付租賃款項 82 8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9,514 114,9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046 55,970

  
206,434 192,1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0 6,731 6,272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31,226 33,665
 衍生金融工具 16,363 5,689
 借款 26,516 92,342
 應付稅項 1,015 1,503

  
81,851 139,471

  
流動資產淨值 124,583 52,633

  
資產淨值 305,744 235,8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565 271,731
 儲備 286,179 (35,879)

  
權益總額 305,744 23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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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賬 股東出資 換算儲備
非供分派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合併儲備 特別儲備

留存盈利
（累積虧損）

擁有人應佔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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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附註 d）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9,236 1,219,392 21,780 93,224 24,737 10,180 (1,016,738) 3,142 (292,063) 72,890

          
期內虧損 — — — — — — — — (166,860) (166,86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4,318 — — — — — 4,31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318 — — — — (166,860) (162,542)

          
於供股後發行新股 184,725 230,699 — — — — — — — 415,424
於認購後發行股份 1,847 1,109 — — — — — — — 2,956
於行使購股權後
 發行股份 923 1,540 — — — (783) — — — 1,680
發行股份的交易成本 — (9,030) — — — — — — — (9,030)
確認以權益結算並以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 783 — — — 783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6,731 1,443,710 21,780 97,542 24,737 10,180 (1,016,738) 3,142 (458,923) 322,161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271,731 1,433,173 21,780 93,991 24,737 8,716 (1,016,738) 3,142 (604,680) 235,852

          
期內虧損 — — — — — — — — (56,386) (56,38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136) — — — — — (13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36) — — — — (56,386) (56,522)

          
股本重組 (266,296) (1,433,173) — — — — — — 1,699,469 —
於供股後發行股份 10,869 97,823 — — — — — — — 108,692
於配售後發行股份 3,261 18,260 — — — — — — — 21,521
發行股份的交易成本 － (3,799) — — — — — — — (3,799)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565 112,284 21,780 93,855 24,737 8,716 (1,016,738) 3,142 1,038,403 305,744

          

附註：

(a) 股東出資指Ruy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RIHL」）之股東出資金額。

(b) 非供分派儲備指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從除稅後溢利中撥出之法定儲

備。

(c) 合併儲備指 (i)RIHL股本；(ii)無控制權人士持有之RIHL股權之賬面值；及 (iii)就收購RIHL支付代價之公平值。

(d)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集團重組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生效時因集團重組產生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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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一系列保健產品、醫藥產品及如煙霧化煙、證券

買賣及投資以及於香港進行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過往六個月期間，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重估了本公司相關投資活動及策略，決定將本公司功能貨幣由人民幣改為港元（「港元」）。

為方便讀者閱讀，本集團呈列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用港元為其呈列貨幣。董事認為港元可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更有

意義的資料。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倘適用）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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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循者貫徹一致。

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

之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採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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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執行董事共同對本集團營運作出策略決定，故彼等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下半年，本集團收購Central Town Limited，包括一間主要於香港從事物業投資的附屬公司。因此，執行董

事認為待收購後，於香港從事物業投資為本集團另一新呈報及營運分類。

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之營運及呈報分類如下：

(a) 保健產品，為人參產品

(b) 醫藥產品，主要為持牌藥物

(c) 如煙霧化煙

(d) 證券買賣及投資

(e) 於香港從事物業投資

以下是按呈報及營運分類劃分的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如煙

霧化煙

證券買賣及

投資

於香港從事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銷售貨品 － 8,891 864 － － 9,75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變動 － － － (16,578) － (16,578)

租金收入 － － － － 2,220 2,220
      

－ 8,891 864 (16,578) 2,220 (4,603)

      

分類（虧損）溢利 (2,833) (581) (7,520) (16,580) 1,268 (26,246)

     

其他收入 1,35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674)

未分配公司支出 (19,806)

財務費用 (824)
 

稅前虧損 (5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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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如煙

霧化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營業額

銷售貨品 25 5,242 874 — 6,1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 — — (110,520) (110,520)
     

25 5,242 874 (110,520) (104,379)

     

分類虧損 (7,924) (14,324) (13,627) (110,520) (146,395)

    

其他收入 1,79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377

未分配公司支出 (21,940)

財務費用 (661)
 

稅前虧損 (166,828)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產生之虧損╱溢利，惟並無計入中央管理成本、其他收入、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及

財務費用。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式，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所得稅 188 32

  

本公司或其於香港營運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任何應付之香港利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於計及有關稅務優惠後，按中國有關地區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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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廢棄存貨準備（計入銷售成本） 458 27,762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48 4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計入其他損益） 10,674 (37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904 2,545

員工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8,879 7,366

呆壞賬準備淨額（計入其他開支） 1,842 —
撇銷可撥回稅項（計入其他開支） 1,588 —
利息收入 (10) —

  

(7) 股息

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支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

(8) 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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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56,386) (166,860)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7,174 436,895

  

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轉換，原因是假設轉換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採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調整，以反映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資本重組及供股的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已相應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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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由 60日至 270日不等。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呈報期末之應收貿易賬項（經

扣除呆賬準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1,071 1,258

61-90日 163 42

91-180日 627 2,884

181-270日 102 —
  

1,963 4,184

  

(10) 應付貿易賬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呈報期末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52 51

31-60日 708 1,006

61-90日 40 65

超過 90日但少於 1年 1,351 1,226

超過 1年 4,380 3,924
  

6,731 6,272

  

(11) 呈報期結算日後事項

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本公司提呈授出合共 163,038,450份購股權，供承授人按每股普通股 0.07港元的行使價認購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承授人隨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悉數行使了購股權。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股東批准建議股本重組，包括 (i)股份合併，將每 20股每股面

值 0.01港元的已發行股份合併為 1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合併股份；(ii)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每股 0.20港元減

至每股 0.01港元，並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合併股份總數約減至整數；及 (iii)運用股本削減所得進賬抵銷本公司

之累計虧損，並將餘額（如有）撥入本公司可供分派儲備賬。待開曼群島大法院批准後，預期建議股本重組將於二零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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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約 56,38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 166,860,000港元）。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已

變現及未變現虧損影響，本期間營業額約為負 10,53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營業額約為負 138,403,000港元）。

本期間出現虧損主要由於下列因素：

1. 由於本期間全球經濟增長疲弱及證券市場整體低迷，本集團錄得收益表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約 16,57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約 110,520,000港元）。

2.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秋季在中國市場推出新產品系列後一直在調整產品組合，故二零一二

年上半年電子煙產品的銷售額低。

3. 由於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出現變動而錄得虧損約 10,67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溢利約 377,000港元）。

保健產品

本集團已按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開始進行升級生產設備的更新工程，以符合最新GMP標準。

預計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將重新開始生產保健產品。

醫藥產品

阿奇霉素顆粒 (II)及鹽酸吡格列酮膠囊於本期間仍是本集團兩種主要產品。本期間醫藥產品之營業

額約為 8,89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5,242,000港元增加 6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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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煙

二零一一年秋季，本集團三個新產品系列推出九項新設計電子煙型號。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既要鞏固

新產品系列市場佔有率，亦要開發海外市場。本期間電子煙營業額約為 86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874,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略微下降 1.14%。

證券買賣

本集團視證券買賣為一種財資功能，將剩餘現金投資於香港證券市場，旨在獲取未來股價升值。由

於受歐元區債務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疲弱，現時資本市場的投資氣氛或會持續不佳，證券市場

或會一直極為動盪。本期間內，本集團出售了部分證券組合，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已變現溢利淨額約 3,08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變現虧損淨

額約 30,309,000港元）。本期間本集團證券買賣產生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合共約 16,578,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10,520,000港元）。

本集團將繼續藉機使其投資組合多樣化，及獲取未來股價升值。本集團外聘投資顧問將繼續向董事

會提供專業意見及分析，從而協助本集團作出投資決策。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日漸增多，管理

層將對證券買賣持謹慎態度。

物業投資

本集團於香港北角馬寶道 28號華匯中心地庫擁有物業。除供公眾進出的公共範圍外，該物業已全部

租出，月租合共為 410,000港元。因該筆租賃收入，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分類營業額約 2,22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研發

本公司以質量及安全為首要考慮。憑藉全面的研發投資項目、技術創新及質量控制，如煙之研發團

隊最近在提升電子煙煙霧氣量方面有重大技術突破。此外，本公司將繼續改進電子煙的口味、品質

及安全性。

最近已改進的如煙霧化技術可於噴霧器使用期內更有效率及更持久釋出尼古丁。此外，如煙噴霧器

獨特的構造可使各種液態成分以非共沸形式存在。吸煙者每呼一次，所有液態成分均按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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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霧化，且如煙的霧化曲線符合正常分佈形態。如煙噴霧器獨特的設計可使尼古丁以氣態均勻地

散出。如煙的感應器能效高，可延長電池壽命。倘吸煙者連續吸氣 7秒，感應器會自動關閉，防止

因持續加熱引起危害。

如煙產品的設計及製造極為注重安全性能，用不鏽鋼、密封及防漏的霧化器裝載噴霧器。過往 8個

月，如煙已採用幾種新技術，確保不會出現洩漏以及將液滴吸入嘴中這類其他電子煙常見的問題。

知識產權

本公司在電子煙技術領域處於領先行列，正在形成一個具有大量已獲頒專利及全新待批之專利

申請組合。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預計將於美國、歐洲及其他主要市場就至少一項其他電子煙

專利獲授更多知識產權。本公司正著手在美國、加拿大、日本、巴西、埃及、以色列及新加坡

等多個國家就一項核心專利（「改進霧化電子煙 (Improved Atomizing Electronic Cigarette)」－ 

PCT/CN2010/000125）遞交全國性專利申請。本公司近期亦就一種新穎電容傳感器申請專利，該傳

感器為電子煙內部配件。本公司繼續積極完善及行使其知識產權，為其創新電子煙提供全面保障。

本公司持續創造並獲得美國及世界各地知識產權，已令本公司近年來增強及擴展其策略性夥伴關

係。

按二零一一年所公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Ruy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Ruyan」）已

就其美國專利第 7,832,410號被侵犯而於加州中央區美國地方法院向合共 11名被告提出兩宗民事訴

訟。僅一名被告仍然抗辯，其他被告均與Ruyan和解或以其他方式解決爭端或不答辯。Ruyan要求

對不答辯被告之侵權發出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及發出永久禁令。其他和解被告遵從有關被指控

專利有效性、侵權及禁令的判決，部分和解被告亦基於各自侵權電子煙產品銷售而賠償損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本集團就其美國專利第 8,156,944號被侵犯而於加州中央區美國地方法院提出

十宗新訴訟。該等案件尚處於初期階段，而法院書記已安排十名被告當中三名進行不答辯判決。該

案件中三名不答辯被告有兩名正要求法院擱置不答辯判決的安排，允許彼等考慮是否提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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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之發展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在加拿大、中國、韓國及美國獲授多項專利，現正於多個海外市場擴大電子煙

分銷，不少有意加入之新分銷商與本公司接洽，另本公司亦正在若干市場尋求創新之分銷渠道。本

公司已獲得多個歐洲國家有關新產品系列之新訂單，正在英國、希臘、荷蘭、馬來西亞及其他市場

進行產品測試。

流動資金、財務分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悉數償還無抵押借貸，尚有有抵押銀行借貸約 26,516,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92,342,000港元）。該等借貸以港元計值，因此無匯率波動

之風險。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9.15%減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約 8.67%。此乃根據上述借貸及股東資金約 305,74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 235,852,000港元）計算。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68,04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 55,970,000港元）及資產總額約 387,59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75,323,000

港元）。本集團於同日之流動資產淨額約 124,58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2,63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約 10,275,000港元，相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存貨增加約 1,788,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公司於本期間進行了下列集資活動：

1) 二零一二年三月，本公司完成股本重組，其中包括將每 5股已發行股份合併為 1股合併股份的股

份合併及股本削減。當上述股本重組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時正後生效時，本公司股

份面值為每股 0.01港元，而本公司法定股本為 1,000,000,000港元，分為 100,000,000,000股每股

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其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以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 0.1港元配發

及發行 1,086,923,000股供股股份，按當時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

所得款項淨額約 102,900,000港元。

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完成向獨立投資者以每股 0.066港元之配售價配售

326,076,900股普通股。本公司所得款項淨額約 20,44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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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該等集資活動 (i)增強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為未來擴張提供額外資源；及 (ii)為於加州成立的

新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繳足股本，協助本集團電子煙業務於美國的銷售、推廣、監管合規及公共關

係。上述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正式在加州註冊成立。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

發行股本為 1,956,461,400股每股 0.01面值港元之股份。

一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所公佈，本公司建議進行股本重組（「二零一二年股本重

組」），包括 (i)每 2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合併股份；

(ii)將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的繳足股本註銷 0.19港元，使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每股 0.20港元減

至每股 0.01港元；(iii)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合併股份總數約減至最接近整數；及 (iv)運用股本削

減所得進賬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並將餘額撥入本公司可供分派儲備賬。本公司股東已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建議二零一二年股本重組。待開曼群島大法院批准後，預

期建議二零一二年股本重組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後生效。

根據有關可能收購漢坊中醫藥業有限公司（「診所」）之控股公司Apex Corporate Investments Limited

（「Apex」）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所訂立的期權協議，認購╱認沽期權的行使價上下限分別為

75,000,000港元及 25,000,000港元。本集團會繼續留意日後的集資機會，以便行使期權時用於投資

Apex及診所。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國內業務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而所有企業活動（即股本重組、供股及配售新股）及房地產租

賃則以港元進行。因此，本集團有一定程度之匯率波動風險。現時，本集團並無正式對沖政策，亦

無訂立任何外匯合約或衍生工具，以對沖本集團之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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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展望及發展計劃

電子煙

本公司會繼續加快市場推廣。如煙產品之市場推廣策略將由產品導向策略轉化為市場導向策略，更

加專注提升產品吸引力或公眾形象。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二零一二年底已推出產品及改進。此外，

兩項新產品已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推出。

本公司預計二零一二年將獲得額外知識產權，在美國、歐洲及其他主要市場獲得其他電子煙之專

利，並可能基於新取得之權利提出額外訴訟。本公司繼續積極監察及行使其權利。

中國「十二五」規劃列明反吸煙及控煙目標，我們對本身及行業之發展前景愈趨樂觀。展望將來，本

公司計劃繼續投資研發電子煙並確立其全球市場。

國際方面，如煙與合作夥伴共同努力滿足監管要求，並計劃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開始向美國及英

國市場交付產品。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通過主要零售渠道在以色列再次推出如煙爵士。產品質

量反饋良好，計劃於第三至第四季度大力推廣。

除推出新產品及創新優質產品外，國際業務亦一直著重挑選業務夥伴及開發銷售渠道。

隨著監管環境不斷改善、知識產權執法加強及新GMP及 ISO生產標準以及其他質量保證程序之執

行，本公司相信其前景光明，將對降低保健成本及提高吸煙者及周圍人群之生活質量發揮重要作

用。

藥品及保健品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醫藥產品之經營業績整體令人滿意。本集團將試圖開發更多銷售渠道，專注於尋

求新產品系列以拓寬收入來源。

待人參產品生產廠房達到最新GMP標準後，本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恢復運營。本公司

看好保健品業務之前景，計劃擴大人參產品及其他非傳統替代藥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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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詳情

本期間內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受規管證券經紀商授予保證金信貸額約 59,702,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1,486,000港元），以本集團賬面值約 129,92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4,654,000港元）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對外為其他公司作出任何形式之擔保，亦無涉及重大訴訟事

項而需要作出或然負債撥備。

僱員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僱有員工約 203名。僱員之薪酬待遇參考其表現、

經驗及在本集團之職位、職責及責任而釐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證券

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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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具有書面職權範圍，負責履行所列企業管治職責。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有守則條文，且於二零一二

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第A.4.1條守則條文規定，非執行董事應以特定年期委任，可重選連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以

特定年期委任，故偏離守則第A.4.1條。然而，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於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重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保障本公司的企業

管治常規執行不遜於守則所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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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守則第A.6.7條規定，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席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惟廖廣生先生因抱恙未能出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本期間

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期間之中期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鍾育麟先生、林聞深先生、廖廣生先生及何德芬先生）組成。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dragonite.com.hk。二零一二年中期

報告亦將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dragonite.com.hk，並將於適當時

間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致謝

董事會衷心感謝本公司之業務夥伴、全體管理層、員工及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Gary Drew Douglas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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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彥宸先生（主席） 鍾育麟先生

Gary Drew Douglas先生（董事總經理） 廖廣生先生

韓力先生 林聞深先生

陳美思女士 何德芬先生

林叔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