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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增加約57.6%至226,600,000港元

• 毛利減少約29.2%至15,300,000港元

• 毛利率由15.0%減至6.7%

• 期間利潤減少約81.4%至1,200,000港元

• 每股盈利由1.00港仙減少約81.0%至0.1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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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4 226,584 143,769

銷售成本 (211,329) (122,211)

毛利 15,255 21,558

其他收入 16,544 550

其他收益及虧損 (273) 2,5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532) (5,095)

行政開支 (25,065) (12,870)

融資成本 (38) −

除稅前利潤 1,891 6,685

所得稅開支 5 (646) –

期間利潤 6 1,245 6,685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異 (429) 1,851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429) 1,851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扣除所得稅） 816 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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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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249 6,685

非控股權益 (4) –

1,245 6,685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20 8,536

非控股權益 (4) –

816 8,536

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0.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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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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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8 28,243
預付租賃款項 6,365 6,510
其他無形資產 18,834 23,197
商譽 9,996 9,774

65,573 67,724

流動資產
存貨 69,161 69,608
金融資產 9 16,924 –
預付租賃款項 210 2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及預付款項 10 270,712 100,193
已質押銀行存款 – 62,2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050 128,943

425,057 361,2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及應計款項 11 89,783 28,272
應付稅項 5,779 5,670

95,562 33,942

流動資產淨值 329,495 327,2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5,068 395,0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61 4,432

391,407 390,5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67 6,667
儲備 383,429 382,6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0,096 389,276
非控股權益 1,311 1,315

總權益 391,407 390,591

– 4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的股份已自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i)製造及買賣塑膠產品；
(ii)甲基叔丁基醚（「甲基叔丁基醚」）產品之代理及買賣及(iii)批發及零售家居消耗品。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本公
司董事選擇港元為呈列貨幣，原因是本公司董事認為在控制及監管本集團的表現及財務狀況時，宜
使用港元呈列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修訂及詮釋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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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
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此外，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採納下列首次適用於本集團的會計政策：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該等資產包括持有作買賣的金融資產及於初步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倘金融
資產為於近期作出售目的而收購，則被分類為持作買賣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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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準則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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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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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用途之資料乃專注於所交付
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類別。此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準。

過去期間，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檢閱以下列兩項主要經營分部呈報其分部資料－(1)家居用途的
產品及(2)醫療用途的產品。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收購兩間新附屬公司，
其代表兩個新分部（即甲基叔丁基醚產品之代理及買賣（「甲基叔丁基醚業務」）及批發及零售家居消
耗品（「家居消耗品業務」））。此外，由於家居用途的產品業務及醫療用途的產品業務目前由主要經
營決策者整體管理及審閱，故就內部申報而言，家居用途的產品分部及醫療用途的產品分部目前已
合併為單一經營及可申報分部，即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分部（「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為釐訂該分
部的分部業績，就內部申報而言，董事酬金目前並無計入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之分部業績，而一次
性衛生用品業務之分部業績目前已計入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之銷售開支、行政開支、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以及預付租賃款項攤銷。此外，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現已包括物
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存貨、其他該分部應佔之資產及負債。因此，用於分部申報之比
較數字已經重列。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定期檢討該三個分部的表現。因此，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及可申報分部如下︰

•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 買賣及製造醫療及家居用途的一次性衛生用品

•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 甲基叔丁基醚產品之代理服務及買賣

• 家居消耗品業務 － 買賣家居消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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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甲基叔丁
基醚業務

家居消耗品
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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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139,664 47,237 39,683 226,584

分部（虧損）╱利潤 (2,246) 1,965 2,091 1,810

利息收入 275

補償收入 14,430

服務收入 1,829

雜項收入 10

其他收益及虧損 (273)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4,301)

中央行政費用 (11,889)

除稅前利潤 1,891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143,769

分部利潤 6,259

利息收入 550
其他收益及虧損 2,542
中央行政費用 (2,666)

除稅前利潤 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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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利潤╱（虧損）指各分部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利息收入、補償收入、服務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雜項收入以及稅項所賺取
的利潤╱（產生的虧損）。此乃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的衡量方式。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分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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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220,473 136,499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120,136 48,496
家居消耗品業務 39,288 19,770

總分部資產 379,897 204,765
商譽 9,996 9,774
其他無形資產 18,834 23,197
已質押銀行存款 – 62,2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050 128,943
未分配 13,853 −

綜合資產 490,630 428,965

分部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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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34,477 18,435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45,137 2,620

家居消耗品業務 7,548 7,217

總分部負債 87,162 28,272

應付稅項 5,779 5,670

遞延稅項負債 3,661 4,432

未分配 2,621 –

綜合負債 99,223 3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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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管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已質押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
部。

• 除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甲基叔丁
基醚業務

家居消耗品
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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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計量分部利潤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資本開支 558 – 647 1,20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799 – 69 2,8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91 – – 91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 − − 180 180

一次性
衛生用品

業務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計量分部利潤或虧損或
分部資產時計入的金額：

資本開支 4,77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5,5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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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區的資料

在釐定本集團有關地區的資料時，分部應佔收益按客戶的位置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市場（而不論產品來源）的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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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英國 109,104 78,87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49,059 −

挪威 38,805 44,220

美國 28,364 16,558

瑞典 750 357

愛爾蘭 290 −

法國 – 2,606

德國 – 781

其他 212 368

226,584 143,769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位於中國、英國、香港及澳門的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31,699,000港元、
20,636,000港元、12,478,000港元及76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位於中國、英國、香港及澳門的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33,175,000港元、
20,399,000港元、13,317,000港元及833,000港元。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相關期間佔本集團總銷售額逾10%的客戶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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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1 47,237 –
客戶B2 43,058 35,990
客戶C2 38,805 44,220
客戶D2 28,364 16,558
客戶E2 24,531 32,335

1 來自甲基叔丁基醚業務的收益
2 來自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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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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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621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95 –

其他司法管轄區 587 –

1,403 –

遞延稅項 (757) –

646 –

(i) 香港（「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就該等期間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就二零零四╱二零零五課稅年度（即截至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發出5,600,000港元
的利得稅評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集團已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該評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香港稅務局就二零零五╱零六課稅年度（即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向該全資附屬公司發出5,250,000港元的利得稅評稅。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已
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該評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及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課稅年度，涉及的附屬公司於
澳門註冊成立及並無於香港進行任何業務。因此，董事相信上述附屬公司毋須支付該等課稅年
度的利得稅，故認為毋須就評稅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ii) 中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實體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一般企業所得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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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惠州市駿洋塑膠有限公司（「惠州駿洋」）有
權於其首兩個經營獲利年度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有權獲減免未來三年的中國
企業所得稅的50%。惠州駿洋的首個獲利年度自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
開始。因此，惠州駿洋有權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獲得中國企業所得稅的50%減
免，實際稅率為12.5%。自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開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iii) 澳門

誠如澳門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頒佈第58/59/M號法令第2章第12條所示，本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駿昇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

(iv) 其他司法管轄區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稅項按相關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期間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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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利潤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3,266 1,980

其他員工成本 5,608 2,92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83 402

員工成本總額 9,257 5,311

存貨成本 207,028 122,2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63 5,39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06 13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4,301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 18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9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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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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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該等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乃按以下數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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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1,249 6,685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6,666,000 666,666,000

該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相等，原因是概無已發行的潛在普通股。

9. 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上市債券（按公平值計量） 6,736 –

香港上市股份（按公平值計量） 2,808 –

香港以外的非上市債權證（按攤銷成本計量） 7,380 –

16,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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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43,490 55,661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218) (3,653)

143,272 52,008

應收票據 23,781 19,385

預付款項（附註） 98,079 23,784

其他應收款項 5,580 5,016

270,712 100,193

附註：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預付款項主要包括(i)支付予甲基叔丁基醚業務獨立供應商的可退
還供應商按金約21,450,000港元（即2,750,000美元）（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
年十一月十五日及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的公佈），(ii)就收購聚乙烯（本集團用於現有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生產之主要原材料之一）而向獨立供應商預付的款項約62,760,000港元
（約8,050,000美元）（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公佈），及(iii)其
他預付雜項（例如租金按金、公用服務按金及其他）。

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於申報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
（扣除呆賬撥備）及應收票據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0–30日 72,040 50,592
31–60日 20,553 18,133
61–90日 24,088 1,560
超過90日 50,372 1,108

167,053 7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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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82,496 20,660
應計款項 2,986 3,113
其他應付稅項 1,150 941
遞延服務收入 750 2,250
其他 2,401 1,308

89,783 28,272

於申報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56,430 17,205
31–60日 12,059 3,316
61–90日 1,798 130
超過90日 12,209 9

82,496 20,660

12. 可資比較金額

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中的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計入「其他收入」的
其他收益及虧損為2,542,000港元，已重新分類至「其他收益及虧損」，以符合本期間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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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期間，本集團一直從事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甲基叔丁基醚業務以及家居消耗品業
務。

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1,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6,700,000港元）。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3,800,000港元增加82,800,000港
元或57.6%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26,600,000港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及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及佔
本集團總收益的百分比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分部劃分：

－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139,664 61.6 143,769 100.0
－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47,237 20.9 – –
－ 家居消耗品業務 39,683 17.5 – –

總計 226,584 100.0 143,769 100.0

按地區劃分：

英國 109,104 48.2 78,879 54.9
中國 49,059 21.7 − −
挪威 38,805 17.1 44,220 30.8
美國 28,364 12.5 16,558 11.5
瑞典 750 0.3 357 0.3
愛爾蘭 290 0.1 − −
法國 – – 2,606 1.8
德國 – – 781 0.4
其他 212 0.1 368 0.3

226,584 100.0 143,769 100.0

– 16 –



本集團來自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43,800,000港元減少4,100,000港元或2.9%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139,700,000港元，主要
由於該等產品的主要市場歐洲市場的經濟增長放緩所致。甲基叔丁基醚業務及家居消耗
品業務的收益來自本集團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下半年新收購的業務，故
未能作比較。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22,200,000港元增加89,100,000港元
或72.9%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11,300,000港元，升幅主要由於甲基叔丁醚業務及家居消
耗品業務的銷售成本。

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與
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分部劃分：

－ 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 10,333 7.4 21,558 15.0

－ 甲基叔丁基醚業務 39 0.1 – –

－ 家居消耗品業務 4,883 12.3 – –

15,255 6.7 21,558 15.0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1,600,000港元減少6,300,000港元或29.2%

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15,300,000港元。本集團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0%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7.4%，主要為主要及輔助原
材料成本增加的結果，而該增長因市況欠佳而不可全數轉嫁予客戶。鑒於其他無形資產
攤銷3,800,000港元，故回顧期內甲基叔丁基醚業務錄得較低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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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未計所有重大非現金項目的分部業績，將可更準確反映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分部業績。

一次性衛生
用品業務

甲基叔丁基
醚業務

家居消耗品
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毛利 10,333 39 4,883

就重大非現金項目作出的調整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 3,805 496

撇除重大非現金項目後的分部毛利 10,333 3,844 5,379

撇除重大非現金項目後的分部毛利率 7.4% 8.1% 13.6%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補償收入、服務收入及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6 0 0 , 0 0 0港元增加1 5 , 9 0 0 , 0 0 0港元或2 , 9 0 8 %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
16,5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服務收入及未獲授權使用本集團專利的補償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淨匯兌收益或虧損、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及應收貿易賬款的減
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淨匯兌虧損408,000

港元、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180,000港元、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137,000港元、因金
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87,000港元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91,000港元，
而於二零一一年同期，其他收益及虧損則主要包括淨匯兌收益2,432,000港元及出售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1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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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輸開支、海關及檢查費用以及支付予銷售代理的佣金，該等
銷售代理不時向本集團轉介新訂單。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5,100,000港元減少600,000港元或11.1%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4,500,000港元，主要
因為所支付佣金及運費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包括董事）、員工福利開支、預付租賃款項攤銷、行政用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以及租金開支。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2,900,000港元增加12,200,000港元或94.8%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25,100,000港元，主要
因為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金增加以及印刷費用及全面收購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及租金
開支增加。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之除稅前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 , 7 0 0 , 0 0 0港元減少
4,800,000港元或71.7%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1,9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毛利減少
6,300,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12,200,000港元、其他收益及虧損減少2,800,000港元及財
務成本增加100,000港元，並由其他收入增加15,900,000港元以及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
600,000港元所抵銷。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所得稅開支6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開支為零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500,000

港元減少7,700,000港元或90.4%至二零一二年同期的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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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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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營運資金的主要來源為由銷售其產品產生的現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流動比率為4.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6）。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為總貸款除以股東權益）為零。

外幣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若干銷售交易以外幣計值，令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
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若干貨幣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以外幣計值。本集團所承擔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美元（「美元」）、
港元（「港元」）、英鎊（「英鎊」）及澳門帕塔卡（「澳門元」）的匯價波動。預期本集團所承
擔有關貨幣金融資產的貨幣風險屬有限，因為港元及澳門元與美元掛鈎。

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主要集中來自本集團銀行存款的利率波動。本集團就銀行存
款面對的利率風險預期並不重大。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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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於期內根據經營租約就辦公物業及停車位作出最低租賃付款約1,08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零港元）。

於申報期末，本集團於下列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營運租約下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如下：

於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 4,505 –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132 –

9,637 –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本公司宣佈綠星環保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綠星」）與Core Winner

Holdings Limited（「Core Winner」）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訂立投資協議，據此，綠星及
Core Winner有條件同意通過彼等於思科微創（香港）有限公司的權益對北京思科微創醫療
科技有限公司作出投資。投資協議須待取得相關中國政府機關所有必要批准後完成協議
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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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投資協議的先決條件未能如期達成，本集團有意終止投資協議並正與Core Winner及
蕭慕東先生就終止協議進行磋商。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股東此終止
事項之最新發展。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自本集團刊發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以來，概無任何其他重要事件對本集團構成影響。

資產押記

若干賬面值為12,800,000港元的租貸土地及樓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存款
62,300,000港元及若干賬面值為13,300,000港元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已質押作為授予本集
團的若干銀行融資的抵押。

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僱員數目約為184人，僱員獲給予具競爭力之薪酬待
遇，而該等薪酬待遇乃按市場情況密切監察，而僱員亦會根據個人表現獲發酌情花紅等
獎勵。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全面之福利待遇及事業發展機會，其中包括醫療福利、按個別
員工需要提供之在職及外部培訓。

前景

鑒於二零一二年全球市況不景氣，本集團於來年在擴充市場份額方面遇上極大挑戰。

就一次性衛生用品業務而言，市場相當穩定且本集團將透過與我們的現有客戶協商轉嫁
原材料成本的升幅，以提高毛利率，本集團亦將繼續努力擴充美國及歐洲市場。

就甲基叔丁基醚業務而言，簽訂現有客戶與供應商的合約後為本集團於來年貢獻穩定的
營業額及淨收入。憑藉於甲基叔丁基醚產品之買賣中取得的經驗，本集團計劃吸納更多
的客戶以於日後擴充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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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居消耗品業務而言，由於本集團已分配更多資源以擴充歐洲市場，故應能受惠於營
業額及利潤貢獻的穩定增長。

儘管仍有重重不明朗因素及挑戰，本集團將會繼續採納有關風險控制、利潤最大化及成
本控制方面的審慎方針，即本集團將會繼續專注於歐洲、美國及中國市場，預期於日後
改善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回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設立良好管治常規及程序。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管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
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並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
強制守則條文，惟下列所述偏離事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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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儘管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生）之委任並無
固定任期，惟須遵守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有關董事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之規定，該條
文規定三分一在任董事須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第A.6.7條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的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

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生（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而無法出席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要求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出席所有股東大會作為處理上述偏
離情況的行動方案，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第A.6.7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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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守則條文第E.1.2條

現時生效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其中包括）發行人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主席覃漢昇先生因另一項承諾而無法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而覃漢昇先
生委任易美貞女士作為彼於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之代表，並將擔任二零一二年股東
週年大會之主席及確保大會議程按序進行。本公司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其企業管治常
規並不遜色於企業管治守則。此構成守則條文第E.1.2條的偏離情況。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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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確認，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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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規定標準。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通過之一項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旨在鼓勵及獎賞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行政人員及高級職員（包括執
行及非執行董事），以及將會或曾經對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作出貢獻之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之顧問、諮詢人、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商、客戶、業務夥伴、合營業
務夥伴、發起人及服務供應商。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董事及其
任何附屬公司）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i)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ii)於任何一年已經及可能向任何個別人士授出之購股權項下
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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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可於獲接納日期起計十年期間內隨時行使。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下列
之較高者︰(i)授出日期之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股份平
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面值。

於本公佈日期，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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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任何於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並根據上市規則訂
明其書面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申報
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生。審
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就核數、內部監控
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進行討論。

董事資料變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公佈日期，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
董事資料變更如下︰

－ 曾浩嘉先生及宋婷兒女士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
事；

－ 易美貞女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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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錦添先生（「郭先生」）、金利群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焜醫生（「許醫生」）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 覃通衡先生（「覃先生」）及李秀清女士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之執行
董事；

－ 李端棠先生（「李先生」）、周祖蔭先生（「周先生」）及陳秉中先生（「陳先生」）於二
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 郭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醫生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的成員；

－ 陳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周先生及李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彼等作為
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

－ 周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李先生、陳先生及覃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
彼等作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
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

－ 李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周先生及陳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辭任彼等作為
提名委員會成員之職位，而郭先生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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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乃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 c o m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newtreegroupholdings.com)。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
東，並將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覃漢昇先生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覃漢昇先生、黃偉昇先生、李志成先生、曾浩嘉先
生、易美貞女士及宋婷兒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郭錦添先生、金利群先生及許植
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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