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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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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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GENE HIGH-TECH GROUP LIMITED
聯 合 基 因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財
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及5 25,475 90,193
銷售成本 (10,437) (56,686)

  

毛利 15,038 33,507
其他收入 4 7,820 5,180
銷售開支 (2,436) (2,640)
行政開支 (55,678) (27,352)
商譽之減值虧損 12 (1,954)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11 (94,397) —
  

經營（虧損）╱溢利 (131,607) 8,695
停止綜合計算附屬公司之收益 — 161
財務費用 6 (15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1,757) 8,856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2,060 (3,250)

  

本年度（虧損）╱溢利 8 (129,697) 5,606
  



– 2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839 2,033
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395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6 50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3,350 2,541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26,347) 8,147
  

年內（虧損）╱溢利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23,882) 5,247
 非控股權益 (5,815) 359

  

(129,697) 5,606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20,883) 7,574
 非控股權益 (5,464) 573

  

(126,347) 8,147
  

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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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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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40 32,081
無形資產 11 8,091 100,270
商譽 12 — 1,954

  

60,631 134,305
  

流動資產
存貨 155 1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688 21,65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8,467 77,235
貿易應收賬款 13 20 11,67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0,037 222,267

  

295,367 332,94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4 499 1,30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772 7,251
其他借貸 11,040 —
即期稅項負債 — 1,890

  

24,311 10,442
  

流動資產淨額 271,056 322,5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1,687 456,80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20 2,972

  

資產淨額 330,567 453,8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1,645 121,645
儲備 197,603 314,8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19,248 436,524
非控股權益 11,319 17,313

  

權益總額 330,567 45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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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1405–1406室。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本財政年度，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分銷基因測試服務及
分銷生物產業產品，以及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經營有關
並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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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本集團財務報表呈報及本年度與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產生任何重大轉變。

本集團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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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開始評
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尚未能說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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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銷：
 基因測試服務 22,607 71,242

 生物產業產品 1,025 18,951

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1,843 —
  

25,475 90,193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260 1,6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3,86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756 532

對健康管理服務項目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補貼 913 2,9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27

雜項收入 24 43
  

7,820 5,180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三項呈報分部如下：

(a)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b) 分銷生物產業產品

(c) 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本集團的呈報分部是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性業務單位。該等分部受個別管理，因
各業務所需的技術及市場策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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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經審核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述的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或虧損
不包括投資之盈虧。分部資產不包括企業資產、應收關連人士款項及投資。分部負債不
包括企業負債及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分銷生物產業產品 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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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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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22,607 71,242 1,025 18,951 1,843 — 25,475 90,193

除所得稅抵免╱（開支）後分部
 （虧損）╱溢利 (93,760) 6,006 (19,308) 1,244 (22,875) (3,074) (135,943) 4,176

營運分部之附加披露：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5,373 365 6,464 17,095 16,070 5,802 27,907 23,262

添置無形資產 — 79,718 — 17,658 3,484 3,195 3,484 100,571

利息收入 29 114 70 59 6 15 105 188

利息開支 — 4,741 — — 150 — 150 4,741

折舊 2,041 565 64 51 2,386 30 4,491 646

攤銷 — — 664 1,208 1,023 — 1,687 1,208

減值 77,718 — 18,633 — — — 96,351 —

所得稅抵免╱（開支） (319) (3,068) 2,342 55 37 (237) 2,060 (3,250)

於二零一二年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33,949 140,778 44,230 63,315 35,857 20,942 114,036 225,035

分部負債 3,073 5,058 1,318 3,650 20,445 4,228 24,836 1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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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呈報分部（虧損）╱溢利、資產及負債對賬：

（虧損）╱溢利
呈報分部（虧損）╱溢利總額 (135,943) 4,176

企業及其他開支 (7,660) (8,074)

集團內公司間之開支對銷 7,106 7,479

未分類收入：
 其他收入 6,800 2,025

  

年度綜合（虧損）╱溢利 (129,697) 5,606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總額 114,036 225,035

企業及其他資產 241,962 242,216
  

綜合資產總額 355,998 467,251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總額 24,836 12,936

企業及其他負債 595 478
  

綜合負債總額 25,431 13,414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以及其按資產所在地理
位置分類之非流動資產及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料如下：

收入 非流動資產
添置物業、
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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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18,800 86,034 59,784 133,160 27,907 23,262
香港及其他地區 6,675 4,159 847 1,145 6 —

      

25,475 90,193 60,631 134,305 27,913 23,262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借貸利息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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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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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本年度撥備 (319) (3,163)

遞延稅項 2,379 (87)
  

2,060 (3,250)
  

由於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於本財政年度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應課稅溢利按
16.5%作出撥備。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
按通行稅率計算。

8. 本年度（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本年度（虧損）╱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之攤銷 1,687 1,208

折舊 5,010 764

商譽之減值虧損 1,954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94,397 —

董事酬金 1,242 1,14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出 12,665 5,886

核數師酬金 600 550

售出存貨成本 458 15,2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545 —

包括董事酬金在內之職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 15,599 8,25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47 1,279
  

18,946 9,535
  

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本財政年度之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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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約 (123,8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溢利約5,247,000港元）及本財政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12,164,508,062股（二零一一年：12,164,508,062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內概無任
何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11. 無形資產

本集團

永久獨家及
非獨家分銷
基因測試
服務權利

獨家分銷
生物產業
產品權利

研究及開發
— 提供健康
管理服務 總額

（附註 a） （附註b） （附註 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 — — —
添置 79,718 — 3,195 82,913
收購附屬公司 — 17,658 — 17,658
匯兌差額 — 861 74 93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七月一日 79,718 18,519 3,269 101,506
添置 — — 3,484 3,484
匯兌差額 — 372 64 43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79,718 18,891 6,817 105,426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 — — —
本年度攤銷 — 1,208 — 1,208
匯兌差額 — 28 — 2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七月一日 — 1,236 — 1,236
本年度攤銷 — 664 1,023 1,687
本年度減值 77,718 16,679 — 94,397
匯兌差額 — 16 (1) 1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77,718 18,595 1,022 97,335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000 296 5,795 8,09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79,718 17,283 3,269 10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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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本集團已取得在中國、香港及澳門地區永久獨家分銷
基因測試服務之權利、在其他地區之永久非獨家之分銷基因測試服務權利以及就本
集團分銷之基因測試服務使用若干標誌之使用權。

此永久獨家及非獨家權利之可收回金額乃以使用計算值釐訂。

使用計算值之主要假設乃與期內之貼現率、增長率及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有關。本
集團採用除稅前比率估計貼現率，該除稅前比率反映此永久獨家及非獨家權利之貨
幣時值及特定風險之現時市場評估。增長率乃根據此永久獨家及非獨家權利業務經
營所在地區之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計算。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乃基於過去慣例及市
場發展預期計算。

本集團編製之現金流量預測，乃源自經董事通過未來超過五年及剩餘期間的增長率
為無之最近期財務預算。該增長率不超過有關市場的平均長期增長率。

本集團已審閱永久獨家及永久非獨家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權利之使用值。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本集團之獨立評估師）之評估報告，
使用值獲評估為約2,000,000港元。於評估報告中永久獨家及非獨家權利之預測現金
流量使用之貼現率為19.83%。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
該等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約為77,718,000港元。

(b)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中荷（平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中荷（平湖）」），與其供應商
Sonac Vuren BV（「Sonac」）簽訂一份獨家代理協議，Sonac授予中荷（平湖）在中國獨家分
銷其骨粒及骨油之權利為期五年，並可在任何一方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無異議之情況下自動續期十年。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收購中荷（平湖）及
對 其14.5年 獨 家 分 銷 之 權 利 由 專 業 測 量 師 作 出 無 形 資 產 估 值 金 額 約 為 人 民 幣
15,400,000元，其按為期14.5年攤銷。

此獨家權利之可收回金額乃以使用計算值釐訂。

使用計算值之主要假設乃與期內之貼現率、增長率及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有關。本
集團採用除稅前比率估計貼現率，該除稅前比率反映此獨家權利之貨幣時值及特定
風險之現時市場評估。增長率乃根據此獨家權利業務經營所在地區之長期平均經濟
增長率計算。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乃基於過去慣例及市場發展預期計算。

本集團編製之現金流量預測，乃源自經董事通過未來十三年及剩餘期間的增長率為
無之最近期財務預算。該增長率不超過有關市場的平均長期增長率。

本集團已審閱獨家分銷生物產業產品之權利之使用值。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根據利駿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本集團之獨立評估師）之評估報告，使用值獲評估
為約310,000港元。於評估報告中獨家權利之預測現金流量之貼現率使用為16.2%。因此，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錄 得 該 等 無 形 資 產 之 減 值 虧 損 約 為
16,6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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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發是指員工、租金和管理開支和測試材料成本特定是分配予提供健康管理服務項
目，該項目將會可能在未來五年期產生經濟利益。研發成本從二零一一年十月份開
始按照直線基準法就餘下可使用期間攤銷。

12. 商譽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產生自收購附屬公司 — 1,954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收購中荷（平湖）之70%股權。該交易以收購會計法入賬。

於業務合併中收購之商譽乃於收購時分配至預期將從該業務合併中受惠之現金產生單位。
於確認減值虧損前，商譽之賬面值已被分配至獨家分銷生物產業產品之權利上。

如列載於本年度業績附註11(b)，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評估獨家分銷生
物產業產品之權利使用值約為310,000港元。繼其後攤銷後，獨家分銷權利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約為296,000港元。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被分
配予此類獨家分銷權利之商譽已被全部減值。

13.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大部份以信貸方式進行，信貸期通常介乎30至180日不等。每名
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或以銀行承兌匯票代替付款。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本集團
致力嚴格控制未收回之應收款項，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餘款。

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或以下 20 10,470

31至60日 — 1,202
  

20 11,672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就貿易應收賬款作出撥備。

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面值按以下貨幣計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 11,616

港元 20 56
  

20 1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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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或以下 2 1,301
31至60日 3 —

61至180日 212 —

超過180日 282 —
  

499 1,301
  

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面值按以下貨幣計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499 442
港元 — 859

  

499 1,30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之營業額約為25,5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去年財政年度（「去年財政年度」）（約90,200,000港元）減少約71.73%。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財政年度虧損約為123,900,000港元，較去年財政年度溢利
約5,200,000港元顯著及大幅下滑。

業務回顧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從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起，本集團擁有在中國、香港及澳門地區永久獨
家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權利、在其他地區之永久非獨家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
權利以及就本集團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使用若干標誌之使用權。自始本集團從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中享有更高利潤率。

鑑於根據加盟協議之分銷商產生之營業額顯著下降，並為更有效地管理分銷
渠道及通過降低銷售開支以實現更高的利潤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本
集團與相關分銷商訂立終止協議，終止上述加盟協議自同日起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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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今年（二零一二年）初改變經營方向（轉型），從以前針對大眾銷售轉
為針對專業渠道（主要是醫院及保健院等）銷售。此轉型以致這部份的市場分
層銷售逐漸放緩。

於本財政年度，來自分銷基因測試服務之營業額從去年財政年度約71,200,000
港元下跌至約為22,600,000港元，主要源自新銷售及營銷策略產生之過渡期及
持續經濟放緩對營業額的不利影響。雖然如此，本集團新採納之銷售及營銷
策略之成果已明顯地反映於有所改善之毛利率上，毛利率由去年財政年度約
41.77%大幅上升至約67.17%

鑑於未來數年採納之新銷售及營銷策略不明朗因數及風險眾多，董事會對於
此業務的未來表現持保守看法。自獨立評估有關永久獨家及非獨家分銷基因
測試服務之權利的無形資產使用值後，本集團作出無形資產的重大減值虧損，
總金額約為77,700,000港元。

分銷生物產業產品

本集團已擁有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五年在中國分銷骨粒及骨油之獨
家分銷權利，並可在任何一方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無異議之情況
下自動續期十年。

於本財政年度，分銷生物產業產品之營業額從去年財政年度約19,000,000港元
大幅下跌至約為1,000,000港元，主要源自環球經濟衰退及行業競爭加劇。然而，
毛利率由去年財政年度約19.78%微升至本財政年度約21.96%。由於有關業務
表現並不理想，且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及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不確定性及風
險將影響中國在未來數年的經濟發展，董事會對於此業務的未來表現持保守
看法。自獨立評估有關獨家分銷生物產業產品業務之權利的無形資產及商譽
使用值後，本集團作出無形資產和商譽的重大減值虧損扣除遞延稅項負債撥
回後總金額約為16,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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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本集團之健康管理中心「聯合基因（上海）健康中心」（「健康中心」）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經已開業，並成為一家以基因組技術為競爭優勢之高端健康管理及服
務中心。聯合基因（上海）健康中心之經營採納「4P醫療服務模式」，意指預測性
(Predictive)、預防性 (Preventive)、個人化 (Personalised)及參與性 (Participatory)醫療
服務模式。本集團並拓展其服務以設立一套個人化之全面及終身之健康服務
模式。本集團研發和提供進一步的健康管理服務，如 (i)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包
括經絡調理、針灸、拔罐、中藥治療顧問諮詢服務；(ii)提供運動生理學治療顧
問諮詢服務；(iii)提供理療和氧療法治療服務；(iv)提供心理治療諮詢服務；(v)
測試營養和代謝水平及提供治療諮詢；(vi)提供飲食治療；及(vii)基因突變檢測。

於本財政年度，提供健康管理服務之營業額約為1,800,000港元，由於醫療執照
申請需時，持續疲弱的消費意欲，所產生的毛損及經營虧損（包括健康中心的
開設成本）約為22,900,000港元。

前景

分銷基因測試服務

根據市場的變化及為配合本集團長久發展規劃，本集團於今年（二零一二年）
初改變經營方向（轉型），從以前針對大眾銷售轉為針對專業渠道（主要是醫院、
保健院等）銷售。作出經營策略調整是由於大眾客戶對基因檢測的實際意義認
知不足，缺乏整體健康管理理念，以致這部份的市場分層銷售逐漸放緩，同時，
為配合本集團之基因檢測為基礎之健康管理業務發展，本集團的管理層經過
深入的市場調查和國家政策分析及市場分析後，預期中國國家衛生部將對醫
院逐步放開基因檢測項目，故對經營策略作出調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等
部門於二零一二年開始將基因檢測列入醫院檢查收費目錄。本集團亦同時調
整經營策略，由針對大眾銷售轉為針對專業渠道（主要是醫院、保健院等）銷售，
同時銷售的基因檢測產品亦趨向多樣化及具針對性，例如用藥指導方面的基
因檢測產品、輔助診斷基因檢測、遺傳性疾病篩查產品等，以加強專業渠道
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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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層相信在專業渠道之銷售具有穩定及持續增長之特點，而於此渠
道銷售之基因檢測產品之必需性、專業可信度均能顯著增強。本集團管理層
有信心基因檢測產品之銷售能走過低谷稍後再逐步上升。

分銷生物產業產品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中荷（平湖）已開始在中國平湖建設廠房、研發實驗室及
辦公室，由專家組包括A. H. Grobben先生（一名對於水降膠原蛋白及骨油精煉
技術方面之荷蘭專家）帶領，發展水降膠原蛋白。

由於現時中荷（平湖）正應付官司訴訟，廠房給建築方非法佔領，產品投入生產
及推出市場之計劃須推遲。本集團現時正致力從法律途徑解決訴訟及上述問題，
務求盡快投入生產。長遠而言，無論在其業務、產品或技術方面，本集團將通
過與世界領先的生物技術企業之戰略合作機會，繼續於生物產業產品業務探
索進一步之發展，並致力建立一個具有高盈利潛力的完善產品組合。

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本集團成立健康中心後，本集團已加強了對於健康中心之會員服務及會員福
利之銷售及推廣計劃。

作為中國第一家以基因檢測為主導提供全面健康管理服務之專業機構，健康
中心提供之健康管理服務填補了現時中國國內對高檔次及個人化之健康管理
服務供應之缺口，健康中心擁有專業之醫療團隊及門診部，致力提供高端及
優質之體檢服務、基因檢測專業分析、中醫調理及運動康復指導等。於二零
一二年九月，健康中心已成功獲發醫療執照，健康中心之市場推廣渠道能加
以擴大及強化，預期健康中心之營業額將逐步平穩及增長。

除了發展上述業務外，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以至於全球各地積極物色具吸引
力的投資，藉以 (i)發展本集團業務及其他新業務，及 (ii)長期性為本集團賺取
正面的現金流及盈利。同時，本集團可能於需要時進行多種資金籌集活動以
加強本公司之資金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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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12,164,508,062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21,645 121,64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貸約為1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無），包括來自一名獨立第三方之短期貸款約4,900,000港元以及來
自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龍脈（上海）健康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龍脈（上海）」）一名非
控股股東之貸款約6,1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為約170,0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22,3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12.15，而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則為31.89。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
債比率為0.07（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03），而該項比率乃根據本集團之負
債總額約25,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3,400,000港元）及本集團
之資產總額約35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467,300,000港元）計算。

在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已投資於金融資產，旨在增加和平衡盈餘資金的回報。
此金融資產包括銀行定期存款，和能在任何時間於證券市場隨時轉換為流動
性資金之上市債券。本集團重視盈餘現金和現金等價物之安全、短期承諾和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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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本集團與吉林精優長白山藥業有限公司（「吉林精優」）
訂立一份有條件注資協議（「該注資協議」）。吉林精優為精優藥業控股有限公
司（「精優藥業」）（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由於本公司
之名譽主席、首席科學顧問及最終控股股東毛裕民博士（「毛博士」）亦為精優
藥業之主席及主要股東，因此，根據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章，吉林精優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訂立該注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
連交易。根據該注資協議，吉林精優已同意於簽署該注資協議後三個月內以
現金注入人民幣2,500,000元，作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龍脈（上海）經有關注資擴
大後之20%註冊資本（「該注資」）。龍脈（上海）現時經營健康中心。根據上市規
則第14.29條所界定，該注資構成本集團視為出售其於龍脈（上海）之20%股權。
該注資協議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完成。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作出任何重大
收購或出售本集團公司或關連公司之行為。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無）。

或然負債

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本集團
對其外匯風險管理維持審慎策略，並透過平衡外幣資產與外幣負債以及外幣
收益與外幣開支減低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外幣風險。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幣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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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數及薪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18（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49）名全職
僱員，大部份均任職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政策乃僱員包括董
事之薪酬須與市場一致，並與職責相符。酌情年末花紅乃根據個人表現而向
僱員支付。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課程及教育資助。

於本財政年度之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約11,100,000港元），包括約為1,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1,600,000港元）員工
成本已資本化於研究及開發成本中。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
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財政年度，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一切守則條文（「守則」）（及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守則修訂生效起
遵守新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行政總裁之職位仍空置，本公司正物色合適人選擔任此職位。

守則條文第A.4.1條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已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
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條文，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並膺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符合是項守則條文目的。

董事相信，儘管非執行董事之服務並無指定任期，董事承諾致力代表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整體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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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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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
整個本財政年度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於本財政年度，本公司沒有注意到有
任何不遵守此守則之事件。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
務呈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安達有限公司」）同意，本公告所
載之於本財政年度之本集團業績之數據，等同於本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之金額。安達有限公司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而進行之
核證工作，因此安達有限公司亦不會就本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刊登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已載於本公司之網頁 (www.unitedgenegroup.com及www.irasia.com/
listco/hk/unitedgene)及聯交所之網頁 (www.hkex.com.hk)。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之
年度報告（包括根據上市規則需要提供的所有資料）將稍後寄予其股東，並稍
後發布於上述網頁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李雅欣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董事會包括蔣年女士（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李雅欣小姐（執行董事）、郭懿博士
（執行董事）、肖炎女士（非執行董事）、鄔燕敏女士（非執行董事）、陳偉君女士（獨
立非執行董事）、張志鴻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榮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