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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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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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Gamma Group Limited
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
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37,099 13,74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0,875 325

  

47,974 14,071
銷售成本 (36,730) (10,563)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81,840) —
無形資產攤銷 (27,23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淨額 (2,187) (3,0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淨額 (356) (2,027)
行政費用 (28,299) (23,625)

  

營運虧損 5 (128,677) (25,175)
融資成本 (22,828) (604)

  

除稅前虧損 (151,505) (25,779)
稅項 6 2,504 (843)

  

本期間虧損 (149,001) (2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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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92,505) (26,322)
 非控股權益 (56,496) (300)

  

(149,001) (26,622)
  

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7
 — 基本 (2.74)仙 (0.83)仙

  

 — 攤薄 (2.74)仙 (0.8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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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149,001) (26,62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7,590) 3,006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56,591) (23,61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98,256) (23,130)
 非控股權益 (58,335) (486)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56,591) (2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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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6,179 141,156
土地使用權 17,180 17,627
商譽 193,661 195,129
無形資產 8 420,538 533,785  

767,558 887,697  

流動資產
存貨 26,839 44,599
發展中物業 — 43,77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9 40,316 42,64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60,032 39,606
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38,895 18,774  

166,082 189,40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11 146,863 165,13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 — 9,864  

146,863 174,998  

流動資產淨值 19,219 14,4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6,777 902,100  

非流動負債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20,559 20,330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 461,892 424,850
可換股票據 91,762 88,848
遞延稅項 3,631 7,659  

577,844 541,687  

資產淨值 208,933 3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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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3,787 33,737
 儲備 (15,795) 77,400  

17,992 111,137
非控股權益 190,941 249,276  

權益總額 208,933 3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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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按公平值入賬外，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予以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在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
及詮釋，並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 金融工具：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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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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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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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之董事（「董事」）現正
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於現階段尚未能確定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
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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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經營三類（二零一一年：兩類）主要業務，分別為 (1)物業業務；(2)伽瑪射線
照射服務；及 (3)資源業務，而此三類業務連同其他業務則分為五個（二零一一年：四個）主要營
運劃分 — (1)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2)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3)伽瑪射線照射服務；
(4)稀有資源；以及 (5)證券買賣及投資。本集團按此等劃分申報主要分部資料。

按業務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呈列如下：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業務
伽瑪射線
照射服務 資源業務 其他業務

     

物業發展、
租賃及銷售

建築材料
貿易及提供
裝修服務

伽瑪射線
照射服務 稀有資源

證券買賣
及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營業額 7,454 13 2,948 26,684 — 37,099

      

分部業績 (133) (379) (1,227) (119,229) (2,276) (123,244)
     

未分配其他營運收入 6,21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1,647)

 

營運虧損 (128,677)
融資成本 (22,828)

 

除稅前虧損 (151,505)
稅項 2,504

 

除非控股權益前虧損 (14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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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業務
伽瑪射線
照射服務 其他業務

    

物業發展、
租賃及銷售

建築材料
貿易及提供
裝修服務

伽瑪射線
照射服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營業額 8,653 593 4,500 — 13,746

     

分部業績 (844) (518) 297 (5,063) (6,128)
    

未分配其他營運收入 1

未分配公司開支 (19,048)
 

營運虧損 (25,175)

融資成本 (604)
 

除稅前虧損 (25,779)

稅項 (843)
 

除非控股權益前虧損 (26,622)
 

上文所呈報之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本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包括董事薪金、投資及其他收入、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前，由各分部所賺取或產生之溢利╱（虧損）。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
部表現之方法。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923,000港元之收益來自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分部向
一名客戶作出之銷售，約4,627,000港元、5,275,000港元及9,303,000港元之收益來自稀有資源分部
向三名個別客戶作出之銷售，全部皆佔本集團本期間收益之10%或以上。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11,000港元及2,480,000港元之收益來自物業發展、租
賃及銷售分部向兩名個別客戶作出之銷售，兩者皆佔本集團該期間收益之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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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營業額指期內自第三方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之總數。本集團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
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 7,454 8,653

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 13 593

伽瑪射線照射服務 2,948 4,500

稀有資源 26,684 —
   

37,099 13,74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 6,624 32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557 —

匯兌收益 2,694 —
   

10,875 325
   

47,974 14,071
  

5. 營運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297 238

無形資產攤銷 27,239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81,840 —

銷售成本 # 36,730 10,563

存貨撇減 7,64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5,375 2,3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

利息收入 (17) (13)
  

# 銷售成本包括與折舊開支有關之2,04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055,000港元），該款項亦計入
上述個別披露之各自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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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香港附屬公司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應
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
家之現行稅率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金額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海外稅項
 — 本期間撥備 91 221

遞延稅項
 —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2,595) 622

  

所得稅（抵免）╱支出 (2,504) 843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約
92,50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6,32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374,227,938股（二
零一一年：3,160,080,395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及
未行使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被視作轉換為普通股之潛在影響，原因為其對各期間之每股基本虧
損具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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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

因收購附屬公司產生 547,47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47,472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547,472
匯兌調整 (4,68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542,787
 

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

本年度攤銷 13,537

匯兌調整 15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3,687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13,687
本期間攤銷 27,239
減值虧損 81,840
匯兌調整 (517)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22,249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33,78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20,538
 

無形資產與將稀土精礦轉化為各種稀土產品之技術訣竅有關。

技術訣竅具有限使用年期，根據直線基準按其估計使用年期10年攤銷。

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已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其使用經管理層批准涵蓋10年業務營運
期間之財務預算之現金流量預測）評估技術訣竅之可收回金額，而貼現率為每年20.22%。所採用
之貼現率反映與稀有資源行業相關之特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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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減值測試而言，本集團已參考獨立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使用價值計算
法評估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可收回金額。由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可收回金額少於
其賬面值，故損益已計入減值約81,84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港元）。該減值乃主要由於近期
（尤其是自二零一二年八月起）市況出現變動（例如價格下跌、需求減少、稀土原材料之供應受中
國政府政策控制等），以致整個稀土行業產生亂象。

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3,108 3,491

減：減值撥備 2,632 2,632
  

應收貿易賬項淨值 476 859

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39,840 41,786
  

40,316 42,645
  

董事認為，上述所有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預計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及其他賬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介乎60日至9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額之應
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50 627

31至90日 221 231

91至365日 5 1
   

476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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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 股本證券 — 香港 60,030 39,606
 — 股本證券 — 海外 2 —

  

上市證券市值 60,032 39,606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39,710 35,42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107,153 129,709
  

146,863 165,134
  

董事認為，所有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預計可於一年內支付或確認為收入或應要求償還。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 10,440

31至90日 1 6,271

超過90日 39,707 18,714
  

39,710 3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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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銀行借貸 — 有抵押 — 9,864

  

非流動
銀行借貸 — 有抵押 9,780 —

其他借貸 — 無抵押（附註） 452,112 424,850
  

借貸總額 461,892 434,714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償還銀行借貸
 一年內 — 9,864

 第二年 9,780 —
  

9,780 9,864 
  

應償還其他借貸
 一年內 — —

 第二年（附註） 452,112 424,850
  

452,112 424,850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461,892 434,714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其他借貸包括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自獨立第三方獲得之兩份貸款，分別為數人民幣180,000,000元及人民幣76,000,000元，兩
份貸款均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到期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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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5,000,00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373,681,490 33,737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 5,000,000 5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3,378,681,490 33,787
  

14.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一間附屬公司動用之其他借貸向兩名貸方作出人民幣
256,000,000元（相當於約312,95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6,000,000元
（相當於約315,193,000港元））之擔保。董事認為，根據任何該等擔保向本公司作出索償之可
能性不大。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有關擔保之最高負債為該附屬公司提取
之借貸總額。董事認為，此等擔保之公平值並不重大。

(b) 本公司向若干資金短缺之附屬公司提供財務援助，以使該等附屬公司能持續經營及償還到
期之負債，本公司因而須承擔或然負債。

(c) 除上文 (a)項所述者外，於兩個結算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買廠房及機器有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
承擔約36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78,000港元）。

於兩個結算日，本公司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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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期內根據就寫字樓物業訂立之經營租約作出最低租約付款約2,91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約2,670,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須按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承擔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租約屆滿年期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540 2,73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8 116

  

2,588 2,847
  

經營租約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若干寫字樓物業及倉庫之應付租金。租約年期平均協定為一至三年。

17.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及結餘
期內，本集團與以下關連人士進行重大交易，連同於結算日與彼等之結餘，詳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袍金、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570 559
 退休計劃供款 6 4

  

576 563
  

主要股東：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522 ＿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股東：
 認購可換股票據 105,000 105,000

  

  
由主要股東控制之公司：
 其他借貸 56,235 56,636

  

除上文披露者外，期內並無與關連人士進行其他重大交易，且於期終亦無與彼等之重大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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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
37,09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746,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170%，主要由於稀土深加工業務於二零一二年二月開始試產帶來收益所致。
於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亦錄得出售於中國持有物業之附屬公司之交易所得款項
42,840,000港元。

本期間之營運虧損為128,67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175,000港元）。本期間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淨額升至92,505,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322,000港元），主要由於確認減值虧損
81,840,000港元，以及稀土深加工業務之無形資產攤銷27,23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為933,640,000港
元及208,93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77,098,000港元及360,413,000港
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業務、伽瑪射線照射服務及資源業務。

物業業務

本集團之物業業務包括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以及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
本集團物業業務產生之所得款項總額為50,30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9,246,000港元），包括出售於中國持有物業之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物業
發展、租賃及銷售以及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之營業額，於期內分別約為
42,840,000港元、7,454,000港元及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零港元、8,653,000港元及593,000港元）。物業發展、租賃及銷售以及建築材料貿易及
提供裝修服務之分部虧損分別收窄至133,000港元及37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4,000港元及518,000港元）。

近年中國物業市場之發展因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措施而放緩。鑑於市況不明朗，
本集團於八月把握機會，透過出售錦元投資有限公司及重慶鳳弘吉實業有限責任公
司，出售其位於中國重慶市之發展中物業。本集團原計劃將此物業發展為附設商
店、娛樂設施及停車場配套之住宅大廈。考慮到作價可觀，本集團決定變現此發展
中物業之價值。有關出售變現所得款項總額人民幣35,000,000元（相當於約42,840,000
港元）及確認收益約1,557,000港元。本集團認為，本集團可透過此交易更靈活探索其
他物業發展及投資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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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穩定政策下，物業市場最近已轉趨穩定。一手住房成交量開始有所改善，若干主
要城市之樓價亦出現反彈。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於中國（尤其於重慶市及四川）
物色物業發展及投資的良機，以充分利用本集團於中國物業市場之專業知識及經驗。

伽瑪射線照射服務

伽瑪射線照射在食品低溫殺菌及醫療產品消毒上已獲證實為一種有效方法，更廣泛
應用於現代化國家。本集團相信，儘管短期內或會出現適度競爭，長遠而言，此行業
將可持續增長。

本集團之伽瑪射線照射業務乃透過本集團擁有80%權益之附屬公司淄博利源高科輻
照技術有限公司進行，該公司已獲中國環境保護部發出許可證，可應用伽瑪射線技
術提供照射服務。於中期報告期間，伽瑪射線照射服務之營業額約為2,948,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00港元）。此分部錄得虧損約1,227,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297,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在市
場需求疲弱之情況下，競爭加劇導致利潤率下降，影響業務之營運表現。本集團將
繼續透過改善生產流程及物流，並優化業務運作，以提升其營運及生產效率。此
外，本集團將加大營銷力度，包括參與相關產業會議及展覽，並進行更多推廣，以擴
大客戶基礎及增加市場份額。

資源業務
本集團之資源部門一直於中國及其他地區之各行各業中探尋及拓展具有龐大發展潛
力及重要應用之資源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進一步鞏固其資源部門之人才基礎，並成立多個屬下部門，專
注於資源行業價值鏈中的不同環節。此部門致力成為上游、中游及下游業務之主要
參與者之一，以及一個完全垂直整合之業者。

本集團於資源行業開展中游業務，其首個項目與中國之稀土深加工業務有關。該項
目乃透過本集團擁有54%權益之附屬公司冕寧縣茂源稀土科技有限公司進行，該附
屬公司於四川省冕寧縣經營一家主要稀土深加工廠。

儘管董事會預期，全球經濟放緩及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力薄弱將於回顧期間對稀土
市場造成若干影響，惟最近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之領土爭議卻導致加工稀土產品之
需求自二零一二年八月起嚴重不穩。日本乃中國稀土產品之主要入口國家。於二零
一一年，日本佔中國稀土產品總出口量之66%。近日之領土爭議導致日本品牌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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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之內需急跌，進而引致用於製造電子零件及汽車引擎之稀土產品需求下降，
並促使日本向中國以外地區尋找稀土供應源。因此，稀土產品之需求、出口及價格
意外急跌。舉例說，自二零一二年八月起，本集團之主要產品氧化鐠釹及釤銪釓富
集物之價格分別下跌約27%及33%，而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原材料稀土精礦之成本於
期內則相對穩定（請參閱以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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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尤其是自二零一二年八月起）市況出現變動（例如價格下跌、需求減少、稀土原
材料之供應受中國政府政策控制等），以致整個稀土行業產生亂象。鑑於營商環境突
然惡化及稀土產品需求回升之時間尚未明朗，本集團採取審慎態度，減少採購稀土
原材料及減少生產稀土氧化物。本集團亦審慎評估稀土深加工業務之資產值，並就
該業務確認無形資產減值虧損81,8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零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資源業務之營業額為26,68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經計及確認減值虧損及稀土深加工業務之無形資產攤銷合共
109,079,000港元後，該分部錄得虧損約119,22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零港元）。

其他業務

於中期報告期間，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全球經濟放緩之憂慮影響，股票市場仍
然動盪不穩。由於持作買賣股權投資產生未變現及已變現虧損，證券買賣及投資業
務錄得虧損2,27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63,000港元）。

前景

環球經濟狀況依然充滿挑戰。市場就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對美國實體經濟之影響存
疑，同時，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之威脅仍然持續。儘管中國經濟最近顯現穩定勢
頭，惟很可能因環球經濟放緩而持續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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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業務

儘管經濟不明朗，房地產行業政策穩定將有助支撐中國新屋銷售量的增長。自二零
一一年物業市場整合而開始累積起來的首次置業者壓抑已久之需求，在日趨穩定之
政策環境下，勢將帶動新屋銷售。本集團一直致力投放資源收購土地儲備，包括於
四川及重慶市物色不同土地作綜合發展之用。本集團將密切監察中國土地及物業市
場，伺機以具吸引力價格收購優質地皮。本集團會繼續採納嚴謹準則進行土地收
購，並專注發展及投資於不受購房限制影響之物業。

伽瑪射線照射服務

環球經濟衰退導致中國出口減少，利用伽瑪射線技術為出口食品照射及醫療設備消
毒之需求短期內很可能受到影響。然而，因應中國政府鼓勵國內消費之政策、隨著
國民生活水平提升而對食物衛生標準之要求提高、公眾對食品安全之意識日益增強
以及政府致力實施相關法規，食品行業的生產將需要高效可靠之消毒方法。在這方
面與傳統方法比較，伽瑪射線照射具備獨特優勢，因此應更廣泛應用於國內食品行
業。為致使伽瑪射線照射服務於中國食品行業持續發展，本集團將加大營銷力度，
包括參與相關產業會議及展覽，以及於中國進行更多推廣，以提高潛在國內客戶對
伽瑪射線照射應用之認識，從而擴大國內客戶基礎及增加國內市場份額。與此同
時，醫療設備行業是中國其中一個增長最快之行業，伽瑪射線照射亦可應用於醫療
產品及設備消毒，此方法已證實成效甚大，原因為伽瑪射線消毒產品毋須解裝，從
而避免重新包裝可能引致之污染。本集團認為，長遠而言，其伽瑪射線照射業務將
受惠於食品及醫療設備行業之顯著增長。

資源業務

全球經濟不景氣，加上中國與日本之間最近因釣魚島領土爭議而產生之政治緊張加
劇，導致稀土業務於短期內仍存在變數。

誠如上文所述，於中期報告期間，經確認本集團稀土深加工業務無形資產之減值虧
損及攤銷及其於有關期間出現營運虧損，該業務錄得重大虧損。鑑於環境挑戰重
重，暫時未能確定本集團稀土深加工業務之表現會否於短期內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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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繼聯邦儲備局於九月公布進一步量化寬鬆 (QE3)後，鑑於現時環球利率較低及
額外流動資金，商品市場定會普遍受益。預期當QE3之實質影響逐步實現時，各類資
源市場可能有潛力走強。此外，就中期而言，近期中國經濟企穩跡象或可帶動本地
原材料及各類資源需求改善之期望。然而，鑑於目前稀土產品之需求及價格均急速
下挫，QE3帶來之益處仍未能彌補稀土市場（特別是產業鏈中游部分）之不明朗因素。
因此，除稀土深加工業務外，本集團將持續探索與資源上游、中游至下游之產業鏈
相關之機會。我們希望透過該持續檢討，本集團能夠發展合適之資源業務組合，為
股東帶來穩定之投資回報。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6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657,000港元）以擴充營運。

資本承擔

有關本集團及本公司重大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公布財務報表附註1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38,895,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8,774,000港元），主要為出售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扣除經營
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之結果。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短期銀行借貸、長期銀行及 
其他借貸以及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分別為零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9,864,000港元）、461,89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24,850,000港元）及
91,76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8,848,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貸及可換股票據之總額相對權益總額之比率）為265%（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45%）。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
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為113%（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8%）。

資產負債比率於回顧期內增加乃主要由於虧損淨額增加以致權益總額減少所致。在
如此具挑戰性之環境下，經計及本集團未來十八個月之營運資金及債務還款需要
後，為加強本集團之財務基礎、改善其流動資金（及降低其資產負債比率）以及改善
其業務之盈利能力（及將虧損減至最低），本公司正積極考慮不同集資及業務重組方
案，以保障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及若干物業、廠房和設備之賬面值
約15,40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5,885,000港元）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
取得其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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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有關本集團及本公司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本公布財務報表附註14。

股本結構

因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已發行及配發5,000,000股每股面
值0.01港元之新股份（「股份」）。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378,681,490股。除上述者外，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之股本結構並無變動。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本公司向Mega Market Assets Limited發行本金額為105,000,000港
元之三年期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每份可換股票據將按初步換股價每股股份
0.27港元兌換為繳足股款股份。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1%計息，利息每半年於期末支
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為105,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5,000,000港元）。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Fame Plus International Limited
（「Fame Plus」）與郭青國先生（「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Fame Plus
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錦元投資有限公司（「錦元」）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代價為人民幣10,000,000元。錦元擁有重慶鳳弘吉實業有限責任公司（「項目公
司」）全部股權。此外，於買賣協議訂立後，買方須向項目公司支付人民幣25,000,000
元，以清償及償還重慶旭日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項
目公司間之往來賬款及其他相關債務。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
十七日之公布內。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完成。

除本文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附屬公司之
重大收購及出售。

訴訟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ilver Wi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lver Wind」）與Stronway Development Limited（「Stronway Development」）訂立有條
件協議（「收購協議」），據此，Silver Wind同意向Stronway Development收購凱成亞太
投資有限公司（「凱成亞太」）之全部股權。根據該安排，凱成亞太將會收購北京建興
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建興」）之全部股權，連同建興位於北京，名為「新星花園」之
獨立別墅發展項目。就該收購事項應付之總代價將以現金人民幣433,000,000元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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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別 墅 支 付。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Silver Wind已 根 據 收 購 協 議 向Stronway 
Development支付人民幣20,000,000元作為按金（「該按金」）。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之通函內。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基於（其中包括）收購協議之標的事項受挫失效，Silver Wind決定
終止收購協議，並透過其法律代表向Stronway Development送達終止通知書。為保障
Silver Wind之利益及向Stronway Development追討（其中包括）該按金，Silver Wind於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就此事於香港高等法院向Stronway Development展開法律程序。

於本公布日期，針對Stronway Development之法律程序仍然待決，且並無重大進展。

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外匯合約以對沖匯率
波動。本集團認為來自正常營運過程之外匯風險甚微，且管理層將密切監控貨幣波
動情況，並在必要時採取恰當措施應對。

利率風險方面，由於目前本集團之借貸及利率仍處於低位水平，故本集團並無任何
重大利率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43名僱員。薪酬待遇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個
人表現釐定。薪金乃根據表現評估及按其他有關因素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推行之
員工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住院計劃、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中國僱員之薪酬待遇根據其聘用地區之現行市況釐定。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
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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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曾於六個月期間並無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惟下列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及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配須清晰訂明並以書面形式列載。本公司目前並無主
席或行政總裁。然而，主席及行政總裁之主要職務及職責目前按照職責分配之書面
指引由不同個別人士負責，以有效劃分董事會管理與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之日常管理
之職務。本公司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有效性，倘能夠於本集團內部或
外間物色到具備合適領導才能、知識、技能及經驗之人選，將會考慮委任為董事會
主席及行政總裁。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膺選連任。除黃海權
先生外，本公司概無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彼等之任期
將持續直至彼等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為止。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
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較企業管治守則所訂定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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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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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以及討論內
部監控及有關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之
財務申報事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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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布及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布分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http://www.aplushk.com/
clients/00164chinagamma/index.html）刊登。本公司將向本公司股東寄發本公司二零
一二年中期報告，而中期報告稍後亦可於上述網站瀏覽。

承董事會命
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景兆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當中包括一名執行董事黃景兆先生；兩名
非執行董事馬國雄先生及鄒小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海權先生、陳志
遠先生及孔慶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