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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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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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 GLOBAL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百營環球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1）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百營環球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以
及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17,169 116,926

銷售成本 (153,058) (96,587)
  

毛利 64,111 20,3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1,245 563
銷售及分銷成本 (45,532) (26,817)
行政開支 (32,935) (34,848)
其他開支 (359) (916)
無形資產減值 (659,626) (930,0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減值 (42,100) －
應付代價回撥 － 877,414
財務費用 6 (18,778) (35,185)

  

除稅前虧損 5 (733,974) (129,533)
稅項 7 (443) (496)

  

於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734,417) (130,029)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28.59港仙 ) (7.48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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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虧損 (734,417) (130,029)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虧絀） 1,651 (1,550)
因土地及樓宇重估之遞延稅項影響 (413) 388
因出售土地及樓宇而實現之遞延稅項 662 －

  

1,900 (1,162)

海外業務貨幣兌換產生的匯兌差異 (108) 735
  

本年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1,792 (427)
  

本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732,625) (13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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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714 23,438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 －
無形資產 9 741,113 1,400,739
收購採礦權之按金 25,000 －

  

總非流動資產 785,827 1,424,177
  

流動資產
存貨 34,297 36,162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項 10 12,932 24,8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84,595 27,0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78,404 44,882

  

總流動資產 210,228 132,97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項 11 3,533 4,506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3,515 11,95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7,300 15,868
應付董事賬項 3,636 4,330
應付稅項 3,802 13,393

  

總流動負債 61,786 50,055
  

流動資產淨值 148,442 82,9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4,269 1,507,093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205,485 295,227
遞延稅項負債 2,968 3,217

  

總非流動負債 208,453 298,444
  

淨資產 725,816 1,208,64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02,587 208,395
可換股債券之股本部分 88,842 139,349
儲備 334,387 860,905

  

總權益 725,816 1,20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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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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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
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法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租賃土
地及樓宇及禽畜以公平值計量外。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及除特別列明外，均約數至千元
計算。

綜合賬項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之業績乃分別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綜
合計算，至上述之控制權終止之日止。本集團所有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
目時撇銷。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

本集團為編製本年度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
表－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企業或聯營公司
之投資成本 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付款－歸屬條件及
註銷 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改善
金融工具的披露 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附錄收益－確定實體是作

為委託方或代理方 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
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內
置重衍生工具的重估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顧客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設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對沖於外國業務的淨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從客戶轉讓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二零零八年十月）**

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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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的改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

**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可供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
之控股權益」之修訂外，該修訂乃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外，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而於本
財務報表內採納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呈報，該準則說明企業應如
何根據可供主要經營決策者為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表現參閱之企業組成部
份資料，呈報有關其經營分部之資料。該準則亦要求披露有關分部所提供產品及服
務、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區及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之收益的資料。本集團的結論
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釐定的經營分部與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
定的業務分部相同。該等經修訂之披露，連同相應之經修訂比較數字，已載於附註
4。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入財務報表呈列方式及披露資料之變動。此項經修
訂準則將擁有人及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列賬。權益變動表將僅包括與擁有人
進行之交易詳情，而非擁有人之所有權益變動則以單項呈列。此外，此準則引入全
面收入表，於損益內確認之所有收入及開支項目，連同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所有其他
已確認收入及開支項目，乃於單份報表或兩份有聯繫報表呈列。本集團已選擇呈報
兩份報表。

3. 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售出貨品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發票淨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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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a) 經營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分部
之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礦物資源 時裝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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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外界客戶 142,715 28,841 74,454 88,085 － － 217,169 116,926

        

分類業績 (707,575) (73,783) 4,373 (15,981) (12,041) (5,099) (715,243) (94,863)
      

銀行利息收入 47 515
財務費用 (18,778) (35,185)

  

除稅前虧損 (733,974) (129,533)

稅項 (443) (496)
  

年度虧損 (734,417) (130,029)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851,827 1,431,699 65,778 70,205 46 10,362 917,651 1,512,266
未分類資產 78,404 44,882

  

總資產 996,055 1,557,148
  

分類負債 223,042 301,851 12,253 13,100 874 1,070 236,169 316,021
未分類負債 34,070 32,478

  

總負債 270,239 348,499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053 2,421 1,284 1,289 － － 2,337 3,710
於權益中確認之
 重估虧絀╱
 （盈餘） － － (1,651) 1,550 － － (1,651) 1,550
無形資產減值 659,626 930,083 － － － － 659,626 930,083
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
 減值 42,100 － － － － － 42,100 －
應付代價回撥 － ( 877,414) － － － － － (877,414)
存貨撥備╱
 （回撥） － － (5,208) 12,326 － － (5,208) 12,326
資本開支 * 12 1,879 759 395 － － 771 2,274

        

* 資本開支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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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二零一零年

香港 中國

東南亞
（不包括
香港） 德國 其他國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外界客戶 6,848 165,293 2,505 31,302 11,221 217,169
      

非流動資產 3,026 16,688 766,113 － － 785,827
      

二零零九年

香港 中國

東南亞
（不包括
香港） 德國 其他國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外界客戶 14,023 46,543 2,096 42,919 11,345 116,926
      

非流動資產 3,789 19,649 1,400,739 － － 1,424,177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53,058 96,587
折舊 2,337 2,259
無形資產攤銷 － 1,4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0) 22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160 327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18,618 34,858

  

18,778 3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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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於本年度，已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就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作出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集團營運所在之國家之現行法律、詮釋
及慣例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香港
本年支出 － 440

往年少提撥備 － 56

本年度－中國 443 －
  

443 496
  

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總 額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本 年 度 虧 損734,417,000港 元（二 零 零 九 年：
130,029,000港 元）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股 數2,568,494,113股（二 零 零 九 年：
1,737,290,083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年內可換股債券之轉換。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並無因攤薄而
調整，因年內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及購股權對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

9. 無形資產

獨家購買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1,400,739 2,332,273

年內攤銷 － (1,451)

年內確認之減值 (659,626) (930,083)
  

於三月三十一日 741,113 1,400,739
  

於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2,347,102 2,347,102

累計攤銷 (16,280) (16,280)

累計減值虧損 (1,589,709) (930,083)
  

741,113 1,4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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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項

本集團與客戶貿易方式主要是信貸，除了要求一些新客戶先付訂金。一般應付期為一至
三個月，主要客戶可伸延至一年。本集團對未收回應收賬保持嚴謹管理。高級管理人員
定期檢查超期結餘。環顧上述及事實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涉及大量客戶，因而並無顯著
集中之信貸風險。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若干應收票據已有追索權貼現予銀行以
換取現金，相關之13,588,000港元銀行貸款已包括在綜合資產負債表的「計息銀行及其他
借貸」一項內。應收貿易賬項為不計息。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及票據賬項賬齡按發票日期並扣除減值撥備後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7,986 18,245

四至六個月 4,124 3,327

七至十二個月 414 3,064

一年以上 408 225
  

12,932 24,861
  

11.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項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項之賬齡按發票日期計算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731 2,325

四至六個月 504 1,114

七至十二個月 361 44

一年以上 937 1,023
  

3,533 4,506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項為不計息，一般按30至90日期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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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之摘錄

意見之免責聲明基準

1. 集團無形資產減值評估之審核範圍受到限制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內包含賬面淨值約741,113,000
港元有關由一家印尼公司購買鎳礦石的獨家購買權（「獨家購買權」）之無形
資產（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6）。獨家購買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扣除1,589,709,000港元之減值撥備後呈列。

如財務報表附註16描述，集團以使用價值為基礎，對獨家購買權進行減值
評估（「估值」），約659,626,000港元之減值撥備於本年度記錄。估值中應用的
主要假設包括15%之折讓率及在計入董事對集團正與若干潛在客戶正進
行銷售交涉之考慮後對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之剩餘獨家購買權年期的鎳礦石銷售量估計。

不過，我們未能取得足夠合適之審核憑証以令我們信納上述用於估值之
假設的合理性，而我們亦無其他可讓我們執行之審核程序以斷定獨家購
買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是否公平地呈列。任何認為對
獨家購買權之賬面值有需要的調整將影響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資產淨值及集團於該日止年度之虧損與財務報表中其他披露。

2. 應收款項及按金減值評估之審核範圍受到限制

如財務報表附註19描述，集團記錄總額為124,881,000港元之預付款項及按
金予若干實體，其中105,708,000港元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支附之預付款項有關，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41,787,000港
元之撥備總額。集團表示該等預付款項為購買礦物資源之預付款及為集
團物色礦物資源項目服務之按金。

於上述款項支付日後至本財務報表日，集團並未收到貨物或服務以結清
該等預付款項及按金。我們未能取得有關該等付款之性質和該等實體履
行責任以結清該等預付款項及按金或向集團償還該等預付款項及按金之
能力的足夠合適之審核憑証及解釋。我們亦無其他可讓我們執行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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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令我們信納該等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支付之預付
款項的交易記賬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對該等預付款項及按金賬
面值之減值的合適性及相關披露之合適性及完整性。任何認為對上述預
付款項及按金有需要之調整將影響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
產淨值及集團於該日止年度之虧損與財務報表中其他披露。

3. 公司於附屬公司權益之審核範圍受到限制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內包含減值前賬面值約
108,062,000港元的對附屬公司投資，約2,515,177,000港元的應收附屬公司賬
項及約1,669,426,000港元之減值撥備。由於上述第一點及第二點之審核範
圍受到限制，我們未能令我們信納董事對與獨家購買權及預付款項及按
金有關之該等對附屬公司投資及應收附屬公司賬項的賬面值所作出之減
值撥備，進而公司資產負債表內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為
953,813,000港元的於附屬公司權益是否已公平呈列。任何認為對公司於附
屬公司權益之賬面值有需要的調整將影響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資產淨值與財務報表中其他披露。

未能發表意見

由於「未能發表意見之基礎」一節所述各事宜之關係重大，我們對財務報表是否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並公平反映公司及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財政狀況及集團於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與及財務報表是否已按
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適當編制不表意見。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之任何股息。

業績及業務回顧

於年內，本集團致力發展其煤炭貿易業務。與若干客戶成功建立業務關係，本
集團之收入亦較去年116,926,000港元增加86%至217,169,000港元。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應佔虧損約為734,41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30,029,000港元）。

雖然煤炭貿易業務獲得增長，基本金屬之營商環境於年內依然困難，並致鎳礦
石需求疲弱。鑒於低迷之市場環境，本集團對其鎳礦石獨家購買權確認額外
659,626,000港元之減值虧損。

由於歐洲持續之經濟衰退，時裝業務之收入較上年度之88,085,000港元減少15%
至74,45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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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作為本集團拓展業務範圍及收入來源之策略的一部分，本集團訂立收購協議，
以498,000,000港元（可調整）之代價有條件收購位於印尼之若干煤礦的99.9%權
益。收購之完成取決於若干條件之乎合，包括本公司股東之批准。建議收購事
項之詳情刊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內。於本報告發出日，
收購事項並未完成。有關此收購事項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董事會對收購事項之完成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回報充滿信心。

流動資金及財政來源

本集團於本年度主要以發行新股，內部產生之流動資金及其往來銀行備用信
貸作為其營運資金。為強化本集團的資金狀況及擴大股東層面，本集團分別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及七月及二零一零年三月完成三次配股活動，因此分別發行
170,000,000，177,000,000及300,000,000股普通股。

本集團現有銀行提供之備用信貸額合共約為114,2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淨流動資產資產約148,442,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82,916,000港元）。所有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由44,882,000
港元增至78,404,000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
及透支（二零零九年：15,868,000港元）。淨現金及銀行結餘較去年上升49,390,000
港元。存貨額由36,162,000港元減少至34,297,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少
約48%至12,932,000港元，而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亦減少22%至3,533,000港元。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37（二零零九年：0.29）。此乃按總負債港元270,239,000
（ 二 零 零 九 年：348,499,0000港 元 ）及 總 權 益725,816,000港 元（ 二 零 零 九 年：
1,208,649,000港元）計算。管理層深信，憑藉低負債比率及優良之財政狀況，本集
團具備優良條件，有助日後之發展。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披露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資本開支

除披露外，目前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收購計劃。



– 13 –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政策是不參與任何投機活動。

本集團之主要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本集團認為，因年中人民幣
及美元與港元之匯率較為平穩，外匯風險水平較低。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
對沖。

本集團之客戶付款方式主要以信用狀、現金交易或信貸付款。為盡量減低有關
應收帳款之信貸風險，本集團對於授予信貸方面是十分謹慎。每位客戶的信貸
條件都有所不同。

僱員、培訓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有約350名（二零零九年：
380名）全職員工。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培訓，藉以不斷保持及提升員工之工作表
現。

本集團的薪酬制度按照市場情況及個別員工表現，每年檢討一次。本集團按僱
員個別表現及每年整體業績向僱員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
金及各項津貼。在中國，本集團乃遵照中國現行勞工法給予員工福利及花紅。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企業管治

除下列偏離守則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內，已
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巿規則」）附錄14「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此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現時及於本年內，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由一人同時兼任。董事會相信
此架構使本公司能夠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實施各項決定，從而有利於本公司
之業務前景及管理。

董事會將定期審閱及批准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按照不斷改進之標
準評估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環境及需求，務求持續提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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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自行採納一套不遜於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集團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本公司董事於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所
涵蓋之整個財政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要求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擁有根據上市規則規則3.21而成立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
之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之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星期四）（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未登記為本公
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務請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之過戶表
格，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
心26樓，以便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年度內購入、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
之證券。

刊登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聯交所網頁 (www.hkex.com.hk)。本公司之二零一零年度年
報將寄發予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頁可供閱覽。

代表董事會
百營環球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施展望
主席及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i)執行董事為施展望博士、施禮賢先生、施珊珊女士及李永德
先生，及 (ii)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雄先生、曾蘇光博士及何偉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