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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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cotte Holdings liMited
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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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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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貨品 3 92,631 89,156
銷售成本 (67,511) (63,555)

25,120 25,601

投資收入 596 17,196
租金收入 1,500 68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2,188) (295,661)

5,028 (252,18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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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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2,238 8,7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2,109,347) 1,345
銷售及分銷成本 (4,637) (3,920)
行政開支 (58,790) (51,386)
其他開支 (19,105) (14,206)
融資成本 5 (214,721) (37,033)

除稅前虧損 (2,399,334) (348,661)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7,320 (2,062)

期間虧損 7 (2,392,014) (350,723)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1,646 (14,57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3,877) –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重新分類至期間虧損 3,877 –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31,646 (14,575)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2,360,368) (365,298)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92,171) (345,763)
非控股權益 157 (4,960)

(2,392,014) (350,723)

應佔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60,525) (352,589)
非控股權益 157 (12,709)

(2,360,368) (365,29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9 7.59港元 1.69港元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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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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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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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7,053 334,819
投資物業 10 62,557 26,175
無形資產 732,456 2,434,796
預付租賃款項 3,168 3,514
可供出售投資 11 9,991 69,868
受限制銀行存款 5,574 5,49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5,934 7,671
衍生財務工具 291,719 392,792
租金訂金 629 633

1,249,081 3,275,760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22,912 154,795
存貨 9,139 8,446
應收貿易款項 12 41,888 25,750
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13,869 13,280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 13 – 33,359
預付租賃款項 692 692
可收回稅項 21 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000 208,181

119,521 44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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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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4 16,218 12,8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0,327 36,731
借貸 15 67,838 28,724
應付稅項 18,035 17,174

162,418 95,43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2,897) 349,0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06,184 3,624,85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181,832 1,123,127
代價債券 – 債務部分 1,047,725 1,182,297
遞延稅項負債 6 38,209 46,888
借貸 15 39,708 41,331

2,307,474 2,393,643

（負債）資產淨值 (1,101,290) 1,231,20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3,425 456,678
儲備 (1,109,797) 769,6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06,372) 1,226,283
非控股權益 5,082 4,925

總（虧絀）權益 (1,101,290) 1,231,20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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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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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約為42,900,000港元及
1,101,300,000港元。儘管如此，由於本公司擬於市況合適時進行若干日後融資計劃，包括但不限
於供股、配股、債務重組及安排新長期債務融資，以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故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乃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應能繼續持續經營。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投資物業及財務工具乃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按適用情況而定）計量外，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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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之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相同。此外，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財務工具：披露 – 轉讓財務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
金額及╱或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首席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集中於已付運
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類型。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i) 太陽能級多晶硅：製造太陽能級多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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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ii) 投資：證券投資及買賣

(iii) 貸款融資：提供貸款融資服務

(iv) 物業投資：為賺取租金及資本增值而持有物業

(v) 製造及銷售配件：製造及銷售照相產品配件

分類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太陽能級
多晶硅 投資 貸款融資 物業投資

製造及
銷售配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 – – 92,631 92,631
投資收入
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41 – – – 41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 555 – – 555
租金收入 – – – 1,500 – 1,5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附註） – (22,188) – – – (22,188)
集團內租金收入 – – – 1,176 – 1,176

– (22,147) 555 2,676 92,631 73,715

抵銷 (1,176)

72,539

分類（虧損）溢利 (1,949,406) (23,103) 555 1,466 4,665 (1,965,823)

未分配其他收入 42
未分配公司開支 (33,522)
未分配融資成本 (212,606)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1,073)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86,352)

除稅前虧損 (2,39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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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太陽能級
多晶硅 投資 貸款融資 物業投資

製造及
銷售配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貨品 – – – – 89,156 89,156
投資收入
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4,585 – – – 4,585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 – 12,611 – – 12,611
租金收入 – – – 684 – 68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附註） – (295,661) – – – (295,661)

– (291,076) 12,611 684 89,156 (188,625)

分類（虧損）溢利 (9,881) (289,988) 13,010 1,344 6,967 (278,548)

未分配其他收入 2,144
未分配公司開支 (21,018)
其他開支 – 收購一間附屬
公司產生之成本 (14,206)
未分配融資成本 (37,033)

除稅前虧損 (348,661)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所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並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未分配公司開
支、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成本及
若干融資成本。此乃呈報予首席營運決策者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衡量基準。
 
附註：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包括已變現虧損21,88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9,908,000港元）及未變現虧損30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45,75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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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資產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太陽能級
多晶硅 投資 貸款融資 物業投資

製造及
銷售配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830,439 32,903 – 112,479 67,190 1,043,011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 216
未分配其他應收款項、 
訂金及預付款項 2,635
衍生財務工具 291,719
可收回稅項 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000

綜合資產總值 1,368,60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太陽能級
多晶硅 投資 貸款融資 物業投資

製造及
銷售配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694,637 226,656 33,359 112,707 48,911 3,116,270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
未分配其他應收款項、 
訂金及預付款項 2,826
衍生財務工具 392,792
可收回稅項 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8,181

綜合資產總值 3,72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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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營運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

有關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之收益乃按付運或提供貨品或服務之地點呈列。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
之資料乃按資產之所在地呈列。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貨品銷售總收益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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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33,149 36,920
美利堅合眾國 13,732 9,763
香港 10,239 14,795
中國 22,256 14,120
其他 13,255 13,558

92,631 89,156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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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1,073) –
提早贖回代價債券之虧損 (86,352)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622 660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3,87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274) 7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2,000 –
匯兌收益淨額 607 678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1,732,0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89,000) –

(2,109,347)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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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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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1,738 209
— 須於五年後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377 234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 可換股債券 93,986 36,590
— 代價債券 – 債務部分 118,620 –

214,721 37,033

6. 所得稅抵免（開支）及遞延稅項負債

所得稅抵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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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香港 (838) (1,020)
中國企業所得稅 (521) (878)
台灣 – 1

(1,359) (1,897)
遞延稅項 8,679 (165)

7,320 (2,062)

香港利得稅乃就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
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均為25%。兩個期間內，台灣產
生之稅項按稅率17%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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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及遞延稅項負債（續）

遞延稅項負債

以下為於本期間內已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負債及其變動：

投資物業重估 可換股債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53) (45,935) (46,888)
（扣除自）計入期間損益 (27) 8,706 8,679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80) (37,229) (38,209)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635) – (635)
扣除自期間損益 (165) – (165)
扣除自期間權益 – (60,322) (60,322)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00) (60,322) (61,122)

7. 期間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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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365 6,635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346 340
政府補助金 – (1,753)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41) (4,585)

8. 股息

於兩個中期期間並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發股息。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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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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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2,392,171 345,76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5,369,775 204,211,253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於兩個中期期間兌換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及行使本公司之購股
權，因為該等假設兌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採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經
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進行之股份合併之影響（於附註16披露）。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購13,615,000港元之廠房及機器，並就台灣之營運產生23,676,000港元之
建設成本。

此外，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將35,750,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由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
至投資物業。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已由特許測量師衡量行（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
業估值師）進行估值之基準估值。彼等並為估值師協會會員。估值乃參考位置及情況相若之同類型
物業成交價之市場證據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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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投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以代價58,000,000港元出售其香港非上市股份，並確認出售收益2,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此外，於本中期期間，由於香港非上市股票基金之公平值出現大幅或長時間下跌，故已就該基金
確認減值虧損 3,87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2.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介乎60至150日之平均信貸期。以下為根據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之
應收貿易款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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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60日 28,937 23,937
61至150日 12,951 1,813

41,888 25,750

13.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定息貸款以年利率5%至24%計息。該款項已於本中期期間全數
清償。

14. 應付貿易款項

以下為根據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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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60日 14,125 12,298
61至150日 2,093 138
150日以上 – 368

16,218 12,804

15. 借貸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向一間財務機構取得新貸款合共4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該貸款為無抵押，以每月1%之固定利率計息，並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或
之前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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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附註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每股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增加 (a) 180,000,000,000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4,566,778,952 456,678
股本重組 (b) (4,281,355,268) (453,824)
根據配售發行新股份 (c) 57,084,736 571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342,508,420 3,425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通過之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之法定股本數目由
20,000,000,000股增加至200,000,000,000股。該等增加之法定股份與本公司之現有普通股享
有同等地位。

(b)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效之股本重組涉及 (i)每十六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股
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1.60港元之合併股份；(ii)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透過註銷本公
司之繳足股本，削減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1.59港元，由每股面值1.60港元削減至每股面值
0.01港元；(iii)每股面值1.60港元之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須分拆為160股每股面值0.01港
元之經調整股份。

(c)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發行57,084,736股每股0.24港元之普通股，以換取約
13,700,000港元。配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刊發之公佈。

17.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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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於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開支 73,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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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及業務回顧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刊發之公佈所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錄得虧損。本期間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2,392,2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虧損約345,800,000港元增加約2,046,400,000港元。虧損乃主要由於下列事
項所致︰

(i)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於Sun Mass投資之總賬面值作出約
1,921,000,000港元之減值。釐定減值之基準乃主要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之估值報告（「報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於台灣之多晶硅業務。報告指本集
團多晶硅業務之企業使用價值（根據現有廠房之情況）合理列為約780,000,000港元
（100,000,000美元）。

(ii) 融資成本增加約177,700,000港元，由約37,000,000港元增加至約214,700,000港
元，當中約2,100,000港元為本期間銀行及其他借貸產生之利息開支、約94,000,000
港元為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攤銷，以及約118,600,000港元為代價債券之利息開
支攤銷；

(iii) 本公司代價債券之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虧損約
101,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iv) 於本期間提早贖回本公司代價債券之虧損總額約86,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無）；

(v) 於本期間，投資收入（股份投資及提供融資）減少約16,600,000港元，由約
17,200,000港元減少至約600,000港元；

(vi) 於本期間，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約為22,200,000港元，由約
295,700,000港元減少約273,500,000港元。

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7.59港元。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已予調整，以反映於二
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效之股份合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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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級多晶硅

於本期間及去年同期，由於尚未開始商業生產，故太陽能級多晶硅分類並無產生營業
額。由於收購Sun Mass Energ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Sun Mass集團」，收購太陽能級
多晶硅業務）之 50.1%及49.9%權益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及二零一二年一月完成，故分
部虧損增加196.9倍，由去年同期約9,9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1,949,400,000港元，
當中約1,920,000,000港元乃自本集團之多晶硅業務減值虧損產生，當中約1,732,000,000
港元分配至無形資產，以及約189,000,000港元乃分配至物業、廠房及設備。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在投入商業生產上實現里程
碑。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該星期，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山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陽科技」）進行兩次試產。進行初始試產後，山陽科技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進行
另一次試產，確認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該星期所得到之結果。為了妥善處理及回
收副產品，山陽科技精心設計之回收設施須於正式大規模生產多晶硅前實施。預期提升
工作將於二零一三年初完成，而商業生產將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展開。

於本期間，二零一二年太陽能業之市況嚴峻及充滿挑戰影響業內多晶硅之售價，本集團
因此在獨立評估公司之協助下進行相關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檢討。現金產生單位
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基準釐定，乃根據未來五年按除稅前折讓率22%（反映現
行市場對貨幣之時間價值之評估），預期產生之未來除稅前現金流量及有關現金產生單
位之特定風險計算。未來五年後之現金流量則以一般增長率3%推斷。因此，於損益內
確認1,921,000,000港元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進行減值評
估。

投資

於本期間，股份投資之股息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99.1%，由約4,600,000港元減少至約
40,000港元。股份投資之虧損淨額約為22,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95,700,000港元
低92.5%。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乃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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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融資

於本期間，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21倍，由約12,600,000港元減少至
約600,000港元，主要由於客戶數目減少所致。所有貸款及應收利息已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妥為清償，而於本期間並無為應收貸款作出撥備。應收貸款所收取之款項乃用
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物業投資

於本期間，因利用空置空間及籌集額外資金作為物業投資分類之營運資金，本集團出租
位於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2501室之單位予獨立第三方。由於其他投資物業之
用途不變，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由約700,000港元增加至約1,5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2.1倍。

製造及銷售配件

此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微升約3,400,000港元，由約89,200,000港元增加至約
92,600,000港元。因作出銷售增值稅撥備，以及工資及薪金不斷上升，毛利率由28.7%
微跌至27.1%。分類業績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300,000港元，由約7,000,000港元減少至
約4,700,000港元。

前景

二零一二年已接近尾聲，來年之經濟前景仍然不確定。儘管全球各主要中央銀行採取寬
鬆貨幣措施，惟歐洲之主權債務問題及美國之財政懸崖難題等主要因素，對世界各地主
要經濟體及金融市場復甦及穩定性造成持續風險及不確定性。在個別行業層面上，光伏
業，特別是多晶硅市場持續受壓，主要為由於過去數年行業產能大幅擴展導致供應過
剩，以及歐洲電力收購制度減弱所致。宏觀經濟短期認為，行業將於短期內持續淘汰弱
勢業者，在眾多多晶硅製造商並無長期合約支持按低於現金成本之現貨價格進行銷售之
情況下，行業已步近轉折點，且由於弱勢業者繼續加快倒閉或退出行業之步伐，未來數
月將出現產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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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太陽能及多晶硅行業之當前市況，本集團之未來前景將主要倚賴山陽科技開始多晶
硅之商業生產，以及此業務營運日後之成功。誠如早前所述，具備額外提升生產設備之
回收廠正在興建，以於商業生產開始時確保成本效益及生產環境安全之產品。回收廠之
興建正在進行，大致與計劃相符。未來數月是回收廠完成興建之關鍵，本集團將密切監
察進度，致令商業生產可根據預期成功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開始。

另一方面，本集團可用之財務資源被削減至低於滿意程度。本公司正發掘不同渠道尋找
新資金，如最近配發新股。發掘新資金之努力不斷持續，包括計劃供股及債務重組，旨
在重拾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以其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其他借貸及其內部資源，以及股
東權益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
42,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額約349,100,000港元），銀行
結餘及現金約為 3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08,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本公司完成股本重組，涉及（其中包括）每16股已發行股份合併為1
股合併股份之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份分析。上述股本重組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
日生效，本公司股份之面值由每股0.1港元改為每股0.01港元。股本重組產生之貸項約
453,800,000港元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本公司之註冊股本為2,000,000,000港元分為
200,00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股份。股本重組之詳情分別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
六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之公佈及通函內披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完成配發57,084,736股新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12,700,000港元，其中約11,700,000港元用作興建多晶硅業務廠房大樓之首期訂金，
及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約1,000,000港元用作多晶硅業務回收廠之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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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有抵押銀行借貸約為67,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9,500,000港元），其中24,500,000港元為五年期貸款，以港元列值，及約42,500,000港
元為十年期貸款，以新台幣列值（新台幣160,000,000元）。銀行借貸按香港浮動最優惠
利率或台灣當地銀行存款利率加介乎每年1.8%至5%之利率計息。此外，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有抵押孖展信貸約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500,000港元）。另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與獨立財務機構訂立貸款融資協
議，取得貸款融資額100,000,000港元。貸款融資為無抵押、按每月1%利率計息，並須
於貸款協議日期後六個月內償還，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動用40,000,000港
元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就收購Sun Mass集團之50.1%權益發行本金總額1,450,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到期，按年票息率5%計息，須每半
年支付，可按兌換價每股8港元（股本重組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效後經調整）兌
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本金額3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行使之本金總額為1,41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419,000,000港元）。於本期間，已支付利息總額約35,3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約35,900,000港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就收購Sun Mass集團餘下49.9%權益之部分代價發行本金
總額1,750,000,000港元之代價債券。代價債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到期，按年票息率
2.5%計息，須每季度支付。本金總額320,000,000港元已於本期間贖回，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未行使之本金總額為1,33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50,000,000港元）。於本期間，已支付利息總額約為19,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
4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虧絀約為1,101,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總權益約為1,231,200,000港元）。資本負債比率（按本集團之債務總額（計息
銀行及其他借貸加可換股債券及代價債券）除以股東資金計算）為 (211.2%)（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93.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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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獲一間受規管證券經紀行（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四間受規管證券經紀行）授予孖展信貸約10,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63,200,000港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約22,5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54,800,000港元）已視作所獲授信貸之抵押品處理。合共約
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00,000港元）之信貸已被動用，根據已動
用信貸抵押予一間證券經紀行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賬面值約為22,5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賬面值約24,100,000港元（新台幣90,500,000元）（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1,400,000港元（新台幣310,000,000元））之台灣建築物及賬面
值約81,4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7,700,000港元）之香港建築物已
分別質押，作為約42,500,000港元（新台幣160,000,000元）及24,500,000港元之銀行借
貸之擔保（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2,000,000港元（新台幣160,000,000元）及
27,500,000港元）。

另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有受限制銀行存款約5,600,000港元（新台幣
21,000,000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500,000港元（新台幣20,900,000
元）），乃存入作為位於台灣之土地之租賃協議之擔保。

貨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所持大部份資產以港元計值，故並無承受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之製造業務有外
銷市場，單計該外銷市場已佔本集團銷售營業額約60,1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亦於
台灣從事太陽能級多晶硅業務，預期以美元（「美元」）為功能貨幣，該業務於本期間尚未
錄得收入。為避免歐元貨幣波動之風險，管理層選擇採取較審慎之銷售政策，主要接受
以美元報價之銷售訂單，從而保持匯兌穩定，以便進行正常貿易業務發展。於本期間，
董事認為本集團所面對之匯率風險並不重大，並會繼續監察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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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按行使
價每股0.204港元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提呈授出合共28,540,000份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每股0.01港元之新普通股之購股權。該28,540,000份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獲
全面行使。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
理已有條件地同意按全數包銷基準根據本公司之一般授權以每股0.17港元之價格配售合
共68,501,684股每股0.01港元之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總
額約為11,600,000港元，而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則約為11,100,000港元，乃用作本
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集團獲獨立第三方授出一筆兩年期循環貸款融資
500,000,000港元（「該融資」）。該融資以Sun Mass之股份作擔保，Sun Mass及其附屬公
司之估值不少於750,000,000港元（96,200,000美元），以創興銀行有限公司不時所報之最
優惠利率加年利率5%計息。利息須每月支付。合共415,000,000港元之金額已用作償還
多項債務。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獨立第
三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內容有關銷售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mart Style Investments 
Limited之股份。代價為88,000,000港元。交易須待股東批准，及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寄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配售每股0.01港元之新普通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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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並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本公司董
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繆希先生（審核委
員會主席）、Agustin V. Que博士及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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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範圍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相關部分所
載之經修訂職權範圍相符。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法律及遵例事
宜，並已就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討論。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之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之流暢及有效營運極為重要，並可保障
股東及其他股權持有人之利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
守守則之守則條文，除偏離以下守則條文外，所考慮之理由載列如下：

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連任。

本公司之全體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
及重選連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1)條，各董事須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席退任一次，表示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三年。因此，本公司
認為，本公司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之嚴謹程度不比守則所載者寬鬆。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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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規定標準。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佈亦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
www.irasia.com/listco/hk/mascotte/index.ht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中期報告
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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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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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元華先生（董事總經理） Agustin V. Que博士
胡耀東先生 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
孫益麟先生
劉勁恒先生
吳以舜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