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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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C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onic.com.hk

（股份代號：978）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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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5 47,844 101,475
銷售成本 (48,653) (103,431)  

毛損 (809) (1,956)
其他收入 179 1,681
銷售支出及分銷成本 (21) (299)
行政支出 (5,931) (15,3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6) –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 6 (5,062) –
融資成本 7 (133) (7,8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9 (11,863) (23,728)  

每股虧損 10
基本（港仙） (1.1) (2.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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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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11,863) (23,728)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折算境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79) 6,632

就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重新分類至損益 7,765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開支總額 (4,177) (17,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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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 203,930  

流動資產
存貨 – 5,499
應收賬款 11 33,350 9,2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224 2,313
現金及銀行結存 6,637 33,683  

57,211 50,7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7,457 57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604 25,825
借貸 13 28,000 185,57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2,000  

57,061 213,96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50 (163,25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4 40,675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3 – 18,000
遞延稅項負債 – 18,324  

– 36,324  

資產淨值 174 4,35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685 10,685
儲備 (10,511) (6,334)  

權益總額 174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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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物業重估
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685 75,022 43,423 (10,476) (60,139) 58,515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6,632 (23,728) (17,09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685 75,022 43,423 (3,844) (83,867) 41,419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5,635 (3,811) (38,892) (37,068)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685 75,022 49,058 (7,655) (122,759) 4,351      

因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而撥回
（附註6） – – (49,058) – 49,058 –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7,686 (11,863) (4,177)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685 75,022 – 31 (85,56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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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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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6,589) (23,77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7,388) (79)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7,000 54,0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6,977) 30,149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3,683 8,927

匯率變動影響 (69) 3,703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即現金及銀行結存 6,637 4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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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
局大廈31樓3111室。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Success Well Investments Limited（「Success Well」）與華能有限
公司（「華能」）就收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6.18%訂立買賣協議（「收購事項」）。收購事
項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完成（「完成」）。緊隨完成後，Success Well成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
公司，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
控股公司瑞嘉投資實業有限公司（「瑞嘉」）間接全資擁有。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招商局集
團」）成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招商局集團為一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由國
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規管及直接管理。招商局集團為由中國政府擁有及控制。

於收購事項前，華能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直接及最終控股
公司。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之公佈所述，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本集團
之財政年度結算日期已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與招商局地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期一致。招商局地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本
公司之間接控股公司，其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持有瑞嘉全部股本權益。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買賣電子消費品及相關配件。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原因是本公司之間接控股公司瑞嘉同意提供充
裕資金，以便本集團能夠全面履行其自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獲本公司董事批准當日起至少十二個月期間到期應付之責任。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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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且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若干修訂（「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於本中期期間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無對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金
額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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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
及過渡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
之權益披露：過渡指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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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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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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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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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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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該準則規定經營分部須基於主要營運決
策者為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之內部報告確認。
主要營運決策者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主要營運決策者決定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該分部的收益乃來自銷售電子消費產品及
相關配件。

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部資料分析如下：

(a) 有關經營及可呈報分部虧損及資產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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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47,844 101,475  

分部虧損 (2,627) (8,836)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
但不包括於計算分部虧損之款項：
利息收入 – 8

利息開支 133 7,824

折舊 624 6,027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 5,062 –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 79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50,548 220,554  



– 9 –

(b) 經營及可呈報分部虧損之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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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虧損 (2,627) (8,836)
其他未分配及公司支出及虧損 (4,041) (7,068)
融資成本 (133) (7,824)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 (5,062) –  

期內虧損 (11,863) (23,728)  

分部虧損指沒有分配未分配公司支出及虧損、融資成本、行政支出及失去附屬公
司控制權之虧損的經營及可呈報分部虧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作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用途之衡量基準。

5.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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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電子消費產品及相關配件 47,844 99,293

加工電子消費產品及相關配件之服務費 – 2,182  

47,844 1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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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董事會議決將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otal Ally Holdings 

Limited（「Total Ally」）自願清盤。黎嘉恩先生、楊磊明先生及何國樑先生獲委任為清盤人，
共同及個別地將Total Ally清盤。

Total Ally及其附屬公司（「Total Ally集團」）均涉及在中國營運，其在中國經營一家製造電視
機機頂盒之工廠，其亦支援本集團之業務。

於委任清盤人後，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已無權監管Total Ally集團之財務及營運決策。
Total Ally集團之業績、資產及負債以及現金流量自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起取消於本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列賬。

自失去控制權當日Total Ally集團之負債淨額如下：

負債淨額：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3,186
存貨 4,023
應收賬款 9,34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26
現金及銀行結存 7,388
應付賬款 (4,78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9,987)
借貸 (182,57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2,000)
遞延稅項負債 (18,324) 

負債淨額 (2,703)
解除匯兌儲備 7,765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 5,062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虧損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及銀行結存 (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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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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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借貸之利息：
銀行及其他借貸 59 6,975
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 – 400
來自本公司股東之貸款 74 449  

133 7,824  

8.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段期間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期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或中國企業所得
稅作出撥備。

9. 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虧損於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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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48,653 103,4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4 6,027

董事酬金 414 830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津貼 2,316 9,388

退休金計劃供款 76 257  

2,392 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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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11,863,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港幣23,72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068,468,860股（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68,468,860股）計算。

由於期內或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並無尚未行使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兩段期間之每股攤
薄虧損。

11.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是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30日，主要客戶的信貸期則延至
最多為90日。本集團力求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謹控制，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
未償還款項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審閱。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或以下 21,064 5,097

31日至60日 8,459 487

61至90日 3,827 3,631  

33,350 9,215  

12. 應付賬款
購買貨物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
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或以下 12,308 71
31日至90日 15,149 –
超過90日 – 499  

27,457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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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 (i) – 69,700
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貸款 (ii) 5,000 –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iii) 2,000 –
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貸款 (iv) 21,000 49,000
其他貸款 (v) – 84,870  

28,000 203,570  

分析如下：
有抵押 – 124,870
無抵押 28,000 78,700  

28,000 203,570  

須予償還賬面值：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披露為流動負債 28,000 185,570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披露為非流動負債 – 18,000  

28,000 203,570  

附註：

(i)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港幣40,000,000元以年息2
厘計息及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股份質押作抵押。其餘來自最
終控股公司之貸款港幣29,700,000元為無抵押、不附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於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
時終止確認，並解除股份質押。

(ii) 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貸款為無抵押、不計息及將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一年內
到期。

(iii)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為無抵押、以六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息2厘計息及
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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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貸款為無抵押及按香港
最優惠利率加年息2厘計息，當中港幣31,000,000元無固定還款期，餘款港幣
18,000,000元毋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貸款為無抵押及按香港最優惠
利率加年息2厘計息，而利息將根據創金利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提款額計算。來自
一名股東之貸款將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到期。

(v)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其他貸款約港幣84,870,000元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
港幣179,846,000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揭。其他貸款於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時終
止確認。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期內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收入港幣
47,800,000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11,900,000元，而去年同期營業收入
為港幣101,500,000元，虧損為港幣23,7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虧損額中，包含了失去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otal Ally（擁有一家工廠於中國營運）
控制權產生之虧損港幣5,100,000元，剔除此非經常性虧損後虧損額為港幣6,800,000

元，同比減少港幣16,900,000元。雖然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業
績仍不理想，但在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虧損額已有所縮窄。

業務調整
受金融危機影響，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七月，中國「規模以上電子資訊製造業」主營業務收
入同比增長8.9%，但利潤總額卻同比下降12.3%，虧損企業個數同比增加19.4%。本集
團生存的行業環境愈加惡劣，電子產品貿易業務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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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中國境內知名房地產發展商招商局地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局地產」）入主本集團，成為集團探索新業務的堅強後盾。董事會經審慎分析認為，倘
本集團繼續將其主要業務限制在電子產品貿易上，要轉虧為盈，實有困難。為改善本集
團財務業績，本集團在致力經營現有電子產品貿易業務的基礎上，力爭充分發揮自身在
產品採購方面的經驗，調整策略，將業務範圍延伸至電子及電器產品之外，並首先從內
部尋求機會開展業務，以實現內部資源的整合與優化，努力提升本集團整體營運效率和
效益。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冠華港貿易（深圳）有限公司為招商局
地產採購電子、電器及建築裝修材料與設備之採購協議已獲本集團獨立股東批准，為本
集團拓展房地產相關採購業務提供了重要契機，也將開啟本集團發展新航程。

深化管理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Total Ally展開自動清盤，此舉使得本集團能解決產能閒置、
成本高企之問題。於招商局地產入主本集團後，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化管理。加強業務的
分類管理、計畫管理、成本控制及風險控制，在鞏固原有業務的同時，為開展房地產相
關採購業務初步建立行之有效的管控體系。

前景展望
雖然本集團電子產品貿易業務, 受經濟不景氣影響, 面臨嚴峻挑戰, 但隨著房地產相關採
購業務的推進，本集團業務收入來源將更加多元，更有利於豐富本集團在採購領域的經
驗及客戶基礎。尤其是房地產相關採購業務能力的培育，將為本集團繼續在法律允許的
範圍內，研究和開拓其他相關更高回報、更富成長性的業務奠定良好的根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達港幣6,60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33,700,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收賬款結餘約為港幣33,40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9,200,000元）。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借貸除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計算，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160.9，而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46.8。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之借貸合共約港幣28,00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03,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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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以及匯兌及其他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交易及存款繼續以美元及港幣結算。本集團預期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故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質押其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港幣179,800,000元之土地及樓宇已作
為本集團為數港幣84,900,000元之其他借貸之抵押品。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港幣
40,000,000元則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股份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僱員薪酬及僱員關係
本集團乃根據員工之資歷、經驗、職責、本集團之盈利及現時市況釐定員工薪酬。

除基本薪金及工資外，向僱員提供的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團體醫療保險及
團體個人意外保險。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購股
權計劃（「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旨在向曾對本集團業務成就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
人士提供獎勵及獎賞。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二零一一年購
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王永權博士
於財務事項方面具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合適專業資格及經驗。該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
負責審閱財務報告、內部監控原則及與本公司核數師保持適當關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本集團期內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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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在確保高水準企業管治方面不遺餘力。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並遵守當中
所載全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存在下列偏離情況：

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能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截
至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尚未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的職務，行政總裁的職責由
全體執行董事（包括本公司主席）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此安排有利於全體執行董事利用
不同專長為公司作出貢獻，並有利於保持本公司政策及策略的持續性。

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委以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及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然而，非執行董事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之規定，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一次。董事會認為，此規定具有達
致特定任期之相同目標之相同效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事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
規則附錄10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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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標
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之規定標準。

代表董事會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培坤先生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培坤先生、蘇樹輝博士、劉卓根先生及余志良先
生；非執行董事劉寧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永權博士、陳燕萍女士及史新平博士
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