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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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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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ING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麗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麗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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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此等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
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4,379 56,912
銷售成本 (43,014) (53,104)

毛利 1,365 3,808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股本證券之虧損淨額 4 (11,880) (15,308)
　－其他 4 (31,358) (8,023)
勘探及評估資產之減值虧損 12 (338,198) (225,330)
商譽減值虧損 – (6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16) (2,535)
經營及行政開支 (10,593) (10,582)

經營業務虧損 (393,080) (258,620)
融資成本 5 (6,663) (1,280)

除稅前虧損 6 (399,743) (259,900)
稅項 7 84,550 56,333

期內虧損 (315,193) (203,567)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4,263) (169,535)
　非控股權益 (50,930) (34,032)

期內虧損 (315,193) (203,567)

建議中期股息 8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 (19.06)港仙 (12.23)港仙

攤薄 (19.06)港仙 (12.2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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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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15,193) (203,567)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137 30,35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137 30,35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14,056) (173,217)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3,254) (145,226)
　非控股權益 (50,802) (27,991)

(314,056) (17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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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077 1,71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 7,800 7,800
　勘探及評估資產 12 992,350 1,329,686

1,002,227 1,339,204

流動資產
　存貨 3,020 2,790
　應收貿易賬款 13 1,332 1,897
　預付款項、按金、暫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賬款 5,959 5,82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4 50,681 62,695
　可收回稅項 2,831 2,831
　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 21,295 32,942

85,118 108,98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43 43
　客戶按金 1,542 1,64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9,031 6,535
　可換股票據 – 141
　應付稅項 590 590

11,206 8,956

流動資產淨值 73,912 100,0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6,139 1,439,230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72,952 37,651
　遞延稅項負債 245,317 329,653

318,269 367,304

資產淨值 757,870 1,071,9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862 13,862
　儲備 596,819 860,07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610,681 873,935
非控股權益 147,189 197,991

總權益 757,870 1,07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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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倘適當）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
本法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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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依據者相符，惟採納下列影響本集團及就當前期間之
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嚴重惡性通脹及就首次
 採納者移除固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

於當前中期期間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呈報之金額及╱
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此等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
計政策概無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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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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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之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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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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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價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之修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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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除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3

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階段之年度改進所載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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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
 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
 權益－過渡性指引之修訂2

1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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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構成之影響，惟尚未能說
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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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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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及地區分類之收入、溢利╱（虧損）及開支資料：

(a) 經營分類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買賣 投資

買賣及
銷售皮草

成衣 銷售毛皮 採礦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41,762 – 2,617 – – – 44,379
　分類間銷售 – – 111 – – – 111

可呈報分類收入 41,762 – 2,728 – – – 44,490

撇銷分類間銷售 (111)

綜合收入 44,379

分類業績 (11,880) (927) (3,578) (405) (339,202) (690) (356,682)

對賬：
利息收入 11
可換股票據內嵌之衍生
　部份之公允價值變動 (31,103)
可換股票據之衍生部份之
　已變現虧損淨額 (323)
未分配企業開支 (4,983)

經營業務虧損 (393,080)
融資成本 (6,663)

除稅前虧損 (399,743)
稅項 84,550

期內虧損 (31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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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買賣 投資

買賣及
銷售皮草

成衣 銷售毛皮 採礦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52,985 – 3,900 27 – – 56,912
　分類間銷售 – – 708 277 – – 985

可呈報分類收入 52,985 – 4,608 304 – – 57,897

撇銷分類間銷售 (985)

綜合收入 56,912

分類業績 (16,735) (205) (2,077) 171 (226,497) (1,168) (246,511)

對賬：
利息收入 2
可換股票據內嵌之衍生
　部份之公允價值變動 (8,038)
未分配企業開支 (4,073)

經營業務虧損 (258,620)
融資成本 (1,280)

除稅前虧損 (259,900)
稅項 56,333

期內虧損 (20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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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報告期末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證券買賣 投資

買賣及
銷售

皮草成衣 銷售毛皮 採礦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50,681 1,689 11,598 16,775 993,291 80,484 1,154,518

撇銷分類間應收賬款 (99,099)

1,055,419

未分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800
　現金及等同現金 21,295
　可收回稅項 2,831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列報之總資產 1,087,345

可呈報分類負債 – (8,043) (36,663) (34,368) (13,242) (17,399) (109,715)

撇銷分類間應付賬款 99,099

(10,616)

未分配負債：
　可換股票據 (72,952)
　遞延稅項負債 (245,317)
　應付稅項 (59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列報之總負債 (329,475)

期內添置分類
　非流動資產 – – 51 – – 667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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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證券買賣 投資

買賣及
銷售

皮草成衣 銷售毛皮 採礦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62,695 1,548 11,051 16,447 1,330,753 63,969 1,486,463

撇銷分類間應收賬款 (81,850)

1,404,613

未分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800
　現金及等同現金 32,942
　可收回稅項 2,831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列報之總資產 1,448,186

可呈報分類負債 – (5,883) (32,194) (23,735) (11,825) (16,438) (90,075)

撇銷分類間應付賬款 81,850

(8,225)

未分配負債：
　可換股票據 (37,792)
　遞延稅項負債 (329,653)
　應付稅項 (59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列報之總負債 (376,260)

年內添置分類
　非流動資產 – – 210 – 962 –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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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外界客戶收入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經營業務。按地區劃分之收入乃以銷售上市證券及提
供服務之證券交易所所在地及商品付運目的地來釐定。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收入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及香港 44,274 56,444
其他國家 105 468

總收入 44,379 56,912

4.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股本證券之虧損淨額：
　　非上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1,24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上市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29 137
　　按公允價值於計入損益之上市金融資產之投資之
　　　未變現虧損 (12,009) (16,693)

(11,880) (15,308)

其他：
　銀行利息收入 11 2
　可換股票據內嵌之衍生部份之公允價值變動 (31,103) (8,038)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已實現虧損淨額 (323) –
　其他 57 13

(31,358) (8,023)

(43,238) (23,331)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之估計利息開支 6,663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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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已售存貨及證券交易成本 43,014 53,104
折舊 341 288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 1,799 1,53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277 5,922

7.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
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之海外
稅項（如有）乃根據彼等經營業務之各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按當地之現行法例、詮釋及
其慣例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乃指如下所得稅抵免：

遞延稅項 84,550 56,333

8. 建議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264,263,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虧損169,535,000港元）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386,228,600股（二零一一年：1,386,228,6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金額等於每股基本虧
損，乃因該等期間之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對該等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71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237,000港元）之成本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及出售515,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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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成本：
　於香港境外之非上市股本證券 7,800 7,800

於報告期末，由於上述非上市股本證券於活躍市場上並無市場報價且公允價值未能可靠計
量，故其並非按公允價值而是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12. 勘探及評估資產

勘探權 評估開支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541,430 8,463 1,549,893
匯兌調整 61,695 339 62,034
年內添置 - 960 960
減值虧損 (51,063) – (51,063)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552,062 9,762 1,561,824
匯兌調整 60,122 378 60,500
年內添置 - 935 935
減值虧損 (293,573) – (293,573)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318,611 11,075 1,329,686
匯兌調整 855 7 862
減值虧損 (338,198) – (338,19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981,268 11,082 992,350

勘探權指對中國山西之釩礦進行採礦、勘探及開採之權利之賬面值。所授出之礦場開採許
可證為期3年，並可按持續基準重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管理層委聘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就該勘探權
進行估值，以對該勘探權進行減值審閱。根據此估值師之報告，管理層認為勘探及評估資
產之賬面值已高於其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估計可收回金額，故勘探及評估資產應作
減值處理。因此，減值虧損338,198,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
合收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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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形式。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30日至
60日。應收貿易賬款不計利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即期至30日 109 8 286 15
31日至60日 39 3 92 5
超過60日 1,184 89 1,519 80

1,332 100 1,897 100

1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價值：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50,681 62,695

15.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即期至30日 – – – –
31日至60日 – – – –
超過60日 43 100 43 100

43 100 43 100

16. 銀行融資╱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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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研究及分析

本集團業績

本集團於首六個月之營業額為44,37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6,912,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下跌22%。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264,263,000港元，而去年
同期則為虧損淨額169,535,000港元，因此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19.06港仙（二零
一一年：每股基本虧損12.23港仙）。

投資業務

證券買賣

期內，股本證券買賣營業額為41,76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52,985,000港元減少
21.2%。期內虧損為11,8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16,735,000港元減少虧損
29%。本集團於上半年之營業總額下跌，部份原因為股本證券買賣營業額減少。

投資

期內，本集團之投資營業額為零，與去年同期零營業額相同。期內投資虧損為
9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205,000港元增加虧損352.2%。虧損乃主要由於
經營開支所致。

採礦業務

在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採礦業務尚未開始貢獻收入，去年同期之收入同樣為零。
然而，此項業務錄得虧損339,20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虧損226,497,000港元增加
虧損49.8%。虧損主要因期內勘探及評估資產產生減值虧損。

皮草業務

銷售毛皮

上半年銷售毛皮之營業額為零，較去年同期之27,000港元下跌100%。期內此項業
務錄得虧損405,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溢利171,000港元。零營業額是本公司
有鑑於生皮拍賣價仍然高企，故決定暫時擱置業務，而且就本集團擔任客戶採購
代理業務而言，高拍賣價意味本集團需面對較高之風險，故本集團暫時放緩經營
此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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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及銷售皮草成衣

於上半年，買賣及銷售皮草成衣之營業額為2,61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3,900,000港元下跌32.9%。期內錄得虧損3,57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虧損
2,077,000港元增加72.3%。銷售下跌乃主要由於歐洲、中國內地及香港之銷售營
業額更少。

展望

投資業務

面對歐債陰霾未散、市場預期量化寬鬆不設限及美國近期之「財政懸崖」、普遍預
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加上海上島嶼主權爭議可能觸發軍事衝突，以致整
個亞太地區局勢不穩的影響深遠，本集團之投資業務形勢嚴峻。此等因素正影響
全球股票及債券市場之投資方向。各國政府對歐債危機及美國財政懸崖之處理刻
不容緩，否則政府信用評級及隨之而來之貨幣風險將不僅影響歐美，亦會波及全
球整體經濟以至全球主要金融市場。未來一個財政年度局勢未明、挑戰重重，將
會影響我們之投資策略。本集團之管理層將繼續審慎穩當地進行投資活動。

採礦業務

釩的售價仍然低企，甚至跌破上一財務報告期間之水平，主要由於大部份歐洲國
家須面對更緊絀之開支預算，以使政府開支重回較平衡之水平。另一方面，中國
政府加緊控制中國物業售價，以期減低樓市泡沫化之風險。此等因素影響釩之需
求，導致該商品之價格持續受壓。本集團須追隨市況行事，並繼續理性地放慢於
釩礦之投資步伐及開發過程。同時，管理層將繼續嚴格控制礦山之營運成本，並
結合所有前期準備工作成果，作出充分準備，以迎接商品銷售價格復甦之時機。

皮草業務

毛皮銷售

本集團繼續暫時擱置銷售毛皮之拍賣業務，原因是國際市場之拍賣價仍然高企，
加上中國政府收緊入口管制，導致本集團主要源自中國的客戶購買意欲受壓。本
集團已作出充分準備，於市場出現利好跡象時恢復此項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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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及銷售皮草成衣

去年全年，中國皮草成衣銷售無可避免與整體經濟環境同步放緩。然而，放緩速
度仍屬可接受範圍以內，加上由於預期多項刺激經濟增長之新經濟政策於二零一
二年十一月舉行之十八次黨大會後出台，經濟形勢將有望改善。本集團已擴大中
國銷售分銷網絡，並將繼續推展自身設計師品牌以迎合本地及中國市場。我們預
期皮草成衣銷售將於未來增長。

然而，歐洲之皮草成衣銷售強差人意，主要因歐債危機導致歐洲經濟欠佳及消費
者開支下降。本集團現正檢討歐洲市場銷售表現，並不排除結束當地零售業務之
可能性。即使計及此項因素，管理層預期買賣及銷售皮草成衣業務整體仍將錄得
溫和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香港與中國銀行之內部現金流為營運提供現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1,29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32,942,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款（包括可換
股票據）約為72,95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792,000港元）。於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股東資金則約為757,87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1,071,926,000港元）。因此，資產負債比率為6.8%（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0.4%）。

資本結構

(1)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向三名獨立賣方發行面值
837,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換股票據」），作為
收購山西久權礦業有限公司80%權益之部份代價。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
換股票據按年利率1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二零零八年四月
十一日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有權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
一日當日或之後直至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包括該日）止期間，以初步換股價
每股0.28港元將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換股票據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可就
一般攤薄事項予以調整）。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與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
換股票據持有人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之清償契據，據此，本
公司向可換股票據持有人發行本金額合共為744,930,000港元之三年期新可換
股票據。新可換股票據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行。該等票據不計利
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為每股0.6港
元（可予調整）。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同意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換
股票據項下之責任已悉數解除。此外，該等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可換股票
據按1厘計算之應付利息合計8,370,000港元已獲豁免。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
日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給予相同
持有人之744,930,000港元新可換股票據悉數清償。負債部份之實際年利率為
10.19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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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金總額為744,465,000港元之票據
已轉換為1,240,775,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換股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分
別為465,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已全數贖回及償還可
換股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465,000港元。

(2)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發行面值1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5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可換股票據
持有人有權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後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之前七日之
日（不包括該日）止期間之任何營業日隨時以初步換股價每股1.00港元（可予
調整）將可換股票據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有權於可換股票據發行日
至到期日（包括該日）期內隨時贖回尚未轉換之全部或部份可換股票據。負債
部份之實際年利率為19.54厘。

上文第(1)及(2)項所載之可換股票據，於首次確認時分為負債、衍生及權益部份，
方法為按公允價值確認負債部份及轉換權衍生部份，以及將餘額計入權益部份。
負債部份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而衍生部份則按將於各報告期末重估之公允價值
列賬。權益部份於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內確認。可換股票據轉換權衍生部份之公
允價值於發行日期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
業合資格估值師邦盟匯駿評估有限公司釐定。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監察其資本，即本集團淨負債除以總權益。淨負債包括計
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減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及不計已終止經營業務。
資本包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借款
　可換股票據 72,952 37,792
減：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 21,295 32,942

淨負債 51,657 4,850

總權益 757,870 1,071,926

資產負債比率 6.8% 0.4%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受到外間所施加之資本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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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進行，所面臨之外匯波動風險甚微。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聘用約47名僱員。本
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目前之市場薪金水平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釐定。本集團
亦會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醫療福利及培訓。本集團亦為管理層及
員工設立一項酌情花紅計劃，根據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每年釐定獎金。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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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企管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之原則，以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遵守所有企管守則，惟下列偏離除外：

(1) 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於二
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獲選為主席。於獲委任主席之時，彼亦同時接掌本公司
行政總裁角色。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提
供穩健及持續領導，並可更有效及具效益地制訂業務規劃及決策，以及實行
長遠業務策略。董事會認為，有關安排將不會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
權力及職權間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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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君誠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固定年期兩
年，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現任董事並無就（其中包括）設定彼等之服務年期
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因此，本公司並未遵守企管守則第A.4.1條守則
條文（該條文訂明，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儘管董事並無特定委
任年期，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符合第A.4.1條守則條文之目的，此乃由於如上文
所述，本公司所有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最
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重選。

董事資料變動

期內，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
為太平紳士。李博士亦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
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股份代號：8356)之執行董事。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曹漢璽先生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退任後，曹先生亦不再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
之成員。

韓銘生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起生效。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林君誠先生之服務合約自動屆滿，而彼已於二零一
二年八月一日與本公司訂立並無固定僱用年期之正式委任函。林先生有權獲得董
事袍金每月120,000.00港元，乃經參考其職務、職責及當前市況釐定。根據本公
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彼須遵守輪席退任及重選之條文。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以披露之其他資料。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以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
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均一直全
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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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按照企管守則之規定，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有關董事及管理層之整體薪酬之政策及架構向
董事會提出建議，包括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向僱員授予購股權之政策。董事或
其任何聯繫人士不得參與任何有關其本身薪酬之決定。

薪酬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霍浩然先生、韓銘生先生及徐正
鴻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為霍浩然先生。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核
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團財務報告制度、內部監控制度及風險管理
制度之效能、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及合規情況、就委任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
事會作出建議及評估其獨立性及表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霍浩然先生、韓銘生先生及徐正鴻先
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霍浩然先生。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已審閱及監督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成員、物色合資格人士成為
董事會成員、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及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向董事會作
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即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霍浩然先生、韓銘生先生及徐正鴻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主席為李鋈麟博
士，太平紳士。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回顧期間內未有支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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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以中英文印刷，並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內「上市公司資料」一
欄及本公司網站www.hkrising.com公佈。兩種語言之印刷本會郵寄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麗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江山先生、林君誠先生及黃
雅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霍浩然先生、韓銘生先生及徐正鴻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