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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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DYNAMIC GROUP LIMITED
生 物 動 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39）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末期業績公佈

生物動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384,859 439,177
銷售成本  (360,949) (426,494)
   

毛利  23,910 12,68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8,922 6,582
銷售及分銷成本  (30,494) (20,455)
行政開支  (73,741) (46,796)
其他開支 6 (74,311) (60,000)
融資成本 7 (5,534) (5,227)
   

除稅前虧損 6 (151,248) (113,213)

所得稅抵免 8 11,838 938
   

年度虧損  (139,410) (112,275)
   

下列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25,547) (105,012)
 非控股權益  (13,863) (7,263)
   

  (139,410) (112,275)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10.78)港仙 (11.7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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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139,410) (112,27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027 9,470
  

年度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入 16,027 9,470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123,383) (102,805)
  

下列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11,678) (98,058)

 非控股權益 (11,705) (4,747)
  

 (123,383) (1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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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9,888 348,878
預付土地租金  32,997 32,461
商譽  4,073 4,073
其他無形資產  138,974 195,121
   

非流動資產總值  515,932 580,533
   

流動資產
存貨  96,815 69,3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15,204 10,5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8,254 39,181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446 527
已抵押存款  27,418 20,77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489 38,098
   

流動資產總值  214,626 178,42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65,033 19,4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9,982 75,76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69,216 65,781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8,106 15,832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31,012 31,730
應付稅項  7,124 5,974
   

流動負債總額  300,473 214,573
   

流動負債淨額  (85,847) (36,14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0,085 544,38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266 27,182
遞延收入  12,500 12,38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766 39,563
   

資產淨值  403,319 504,82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9,064 114,545
儲備  229,654 324,634
   

  348,718 439,179

非控股權益  54,601 65,644
   

權益總額  403,319 50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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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呈列基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為85,847,000港元，包括銀行及其他借
貸、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分別為69,216,000港元、101,717,000

港元及31,012,000港元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或重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的綜合虧損為139,410,000港元。

為加強本集團的資本基礎及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即時流動性及現金流量，以及維持本集
團持續經營，本公司主要股東China Enterprise Capital Limited已同意向本集團提供持續財政支
持。

此外，董事擬於其他應付款項、銀行及其他借貸及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到期
時，磋商延期還款或重續。

鑑於上述原因，董事信納本集團於可預見未來將能如期履行其財務責任，並認為按持續經營
基準編製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倘本集團無法以持續基礎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值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
的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財務報表內。

2.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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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而成。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以港元呈列，而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數值皆四捨五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3.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更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內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無需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度豁免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
  分類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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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發行權益工具以抵消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

除下文進一步闡釋的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包含於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內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外，採
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闡明及簡化關連人士的定義。新定義強調關連人士關係
的對稱性，並闡明人員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一間實體的關連人士關係的情況。經修訂
準則亦引入報告的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進行交
易的一般關連人士披露規定的豁免。關連人士的會計政策已修訂，以反映根據經修訂
準則的關連人士定義變動。採納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構成任何
影響。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各準則均有獨立過渡條文。雖然採納若干修訂可能引致會計政策之變動，
惟該等修訂概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之
主要修訂之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該修訂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所消除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不適用
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的業務合併之或
然代價。

 另外，該等修訂限制非控股權益計量範圍的選擇。屬現時擁有的非控股權益成
份，且賦予擁有人權利可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之淨資產，方以公平值或
被收購方可辨別淨資產之現時應佔部份計量。除非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
採用其他計量基準，非控股權益之所有其他成份均以收購日期之公平價值計量。

 該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款獎
勵的會計處理方式。



6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該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入各個部份的分析，
可於權益變動報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報表呈列其他
全面收入各個部份的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該修訂本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31號所作出的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時（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應用。

4.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乃根據產品及服務性質將業務單位分類，而可予申報經營分類乃下列三
項：

(a) 乙醇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乙醇產品及乙醇副產品；

(b) 酒類分部，從事銷售及分銷酒類；及

(c) 動物飼料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粗飼料。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類表
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業績予以評估。分類業績乃貫徹以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計量，惟利息收
入、融資成本以及總部及企業行政費用不包含於該計量。

分類資產不包括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乃由於該等資產以集團為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乃由於該等負債以集團為基準管理。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跨類銷售及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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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 酒類 動物飼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26,464 158,395 – 384,859
其他收益 6,129 2,633 – 8,762
    

 232,593 161,028 – 393,621

分類業績 (119,170) (2,628) (5,787) (127,585)
對賬：
利息收入    160
融資成本    (5,53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8,289)
    

除稅前虧損    (151,248)
    

分類資產 474,010 175,439 79,943 729,392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收款項    (1,07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241
    

資產總值    730,558
    

分類負債 235,618 88,824 1,504 325,946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付款項    (1,07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2,368
    

負債總額    327,239
    

其他分類資料：
於收入報表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74,311 – – 74,311
存貨撥備╱（撥備之撥回） 2,650 (10) – 2,640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983 – – 983
折舊及攤銷 29,700 7,190 3,648 40,538
資本開支* 29,478 151 – 2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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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 酒類 動物飼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21,617 117,560 – 439,177

其他收益 3,471 2,897 – 6,368
    

 325,088 120,457 – 445,545

分類業績 (30,089) (63,514) (1,359) (94,962)

對賬：
利息收入    214

融資成本    (5,22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3,238)
    

除稅前虧損    (113,213)
    

分類資產 535,559 127,592 84,893 748,044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收款項    (1,36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2,280
    

資產總值    758,959
    

分類負債 209,637 43,055 1,208 253,900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付款項    (1,36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601
    

負債總額    254,136
    

其他分類資料：
於收入報表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 60,000 – 60,000

存貨撥備╱（撥備之撥回） (8,479) 51 – (8,428)

折舊及攤銷 29,707 3,007 1,073 33,787

資本開支* 22,786 71,994 70,051 164,831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包括來自收購附屬公司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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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本集團90%以上的客戶位於中國內地，而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中國內地的經營業務。管理
層認為按地區劃分收入及分部業務乃不切實際。

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本年度內，並無外界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約43,214,000港元之收入來自乙醇分部一名單一客戶銷售。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出售貨品的發票價值淨額，經計及退貨及貿易折扣。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384,859 439,177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資助* 2,125 2,658

遞延收入攤銷 488 468

利息收入 160 214

獲豁免負債之收益 3,333 –

其他 2,816 3,242
  

 8,922 6,582
  

* 政府資助為本集團已從當地政府取得之有關環境保護及新型工業化發展的補貼。並無
有關該等資助的未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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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計算得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358,309 434,922

折舊 27,360 27,376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059 1,01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2,119 5,395

根據有關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的最低租金 5,978 4,399

核數師酬金 1,150 9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酬 27,350 21,243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11,759 5,51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931 1,926
  

 41,040 28,679
  

其他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27,013 –

 商譽減值 – 60,000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47,298 –
  

 74,311 60,000
  

外匯差額淨值 13 411

存貨撥備╱（撥備之撥回）* 2,640 (8,428)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98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36 102

利息收入 (160) (214)

獲豁免貸款之收益 (3,333) –
  

* 本年度存貨撥備╱（撥備之撥回）計入綜合收入報表之「銷售成本」內。

** 本年度其他應收款項撥備計入綜合收入報表之「行政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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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5,534 5,227
  

8. 所得稅
年內，由於並無產生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應課稅溢利之有
關稅項，已按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主要營運的稅率作出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 1,684 1

 遞延 (13,522) (939)
  

年度稅項抵免總額 (11,838) (938)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律，本地投資企業及外國投資企業
的適用稅率已標準化為25%。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於獲利的首兩年（經扣除往年產生的
虧損）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享有50%稅項減免。雖然此間附屬公司自成立日
期起並無應課稅溢利，惟根據國務院關於實行企業所得稅過渡性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

第39號），不論其是否有應課稅溢利，此間附屬公司應於二零零八年首年獲免稅。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0.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數1,164,556,579股（二零一零年：890,361,104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毋須對截至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就攤薄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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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除現金及信用咭銷售外，本集團之信貸期一般為一個月，而重大客戶則會延長至三個月。每
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

概無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為已減值。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2,783 9,842

一至兩個月 1,234 116

二至三個月 560 –

超過三個月 627 573
  

 15,204 10,531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7,628 8,879

一至兩個月 11,830 4,478

二至三個月 5,289 562

超過三個月 286 5,572
  

 65,033 19,491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均不計息並分別以30天及180天為正常結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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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要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為384,9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12.4%。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25,5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19.6%。年內每股虧損為10.78港仙（二零
一零年：11.79港仙）。

年內，本集團酒類業務錄得收入及溢利增長。然而，本集團乙醇業務錄得虧損大幅增加。因此，較
上年相比，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增加。

分類資料

乙醇業務

本集團的乙醇業務主要為於中國生產及銷售乙醇產品及乙醇副產品。目前，本集團擁有75%之附屬
公司哈爾濱中國釀酒有限公司（「哈爾濱釀酒」）管理及經營一位於中國哈爾濱的乙醇生產設施。該
生產設施的計劃年產能為60,000噸。

年內，乙醇業務錄得約226,500,000港元收入，較上年減少29.6%，佔總收入的58.8%（二零一零年：
73.2%)。收入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乙醇生產設施於以下時間暫停所致：(i)於二零一一年四月至五
月約一個月期間因啟動自身的發電設施以減少未來電力成本；及(ii)於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期間減少因玉米價格大幅漲價而引致之現金流出量及經營虧損。乙醇產品銷量減少40.8%至
26,778噸，而平均銷售價格則增加16.2%至每噸人民幣5,522元。毛損約為13,2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5,100,000港元）。毛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玉米價格及折舊增加所致。

本集團乙醇生產業務的盈利能力易受乙醇及玉米的價格影響。由於乙醇及玉米的價格飄忽不定，
本集團乙醇業務的經營業績可能會大幅波動。鑑於近期市況不利，本集團對乙醇業務的未來增長
預測減少，因此需於本年度作出約27,000,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及約47,300,000港元的無
形資產減值。

為改善本集團乙醇業務的盈利能力及競爭力，哈爾濱釀酒計劃與上海一家以紅麻生產纖維素燃料
乙醇的高科技企業締結策略聯盟。直至本公佈日期，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協議已經簽署，但並無
就聯盟訂立正式的協議。本公司將於建立聯盟後，另行發表公佈通知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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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業務

本集團的酒類業務主要為於中國銷售及分銷酒類。目前，本集團於中國廣州、哈爾濱及湖南省經營
銷售酒類的零售及分銷網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廣州擁有25間酒類專賣店及
20間加盟店。

年內，酒類業務錄得收入約158,400,000港元，較上年上升34.7%，佔總收入之41.2%（二零一零年：
26.8%)。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來自力榮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力榮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被收購）的貢獻以及本集團廣州的零售及分銷經營業務增長所致。力榮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是典
藏酒鬼、250毫升以下小湘泉及美名問世的中國獨家經銷商，直至二零二零年五月為止。毛利約為
37,1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108.9%。毛利率自15.1%上升至23.4%。增加主要由於收購力榮集團後
產品組合得以增強所致。

本集團將繼續改善產品組合並專注較高收益率的產品以增長其業務。

動物飼料業務

本集團的動物飼料業務將主要為生產及銷售粗飼料。本集團持有一項知識產權，當中涉及使用農
作物秸稈生產高蛋白飼料之技術及竅門。

農作物秸稈營養價值低而且難以消化。本集團的知識產權乃涉及通過微生物與酶將木質素及纖維
素分解的技術及竅門，從而增加農作物秸稈的消化率及提升其蛋白質含量。農作物秸稈可經飲用
水或從乙醇生產過程中的廢液加以處理。經乙醇廢液處理的農作物秸稈，其蛋白質含量會比經飲
用水處理過的較高，因乙醇廢液本身含有若干蛋白質。

年內，在本集團哈爾濱乙醇生產設施內建造的100,000噸粗飼料生產設施已告竣工。此外，本集團
就收割之後留在田裡的玉米秸稈的可持續收集、儲存及運輸進行評估。是次評估有助本集團深入瞭
解玉米秸稈作為牲畜優質粗飼料的潛力與經濟效益。受規模所限，若干中國傳統農業設備不能用於
生產本集團的粗飼料，本集團已花相當時間改良與定制設備。本集團已向黑龍江省若干農場提供
其高蛋白粗飼料進行飼養試驗。目前，本集團已與兩個黑龍江省農場就合作框架達成初步協議。粗
飼料生產設施將座落於農場內，以便靠近原材料（即玉米秸稈）源頭，使有效處理產品。直至本公
佈日期，尚未就合作達成正式協議。本集團將於達成有關合作時，另行發表公佈通知公眾（如有規
定而言）。



15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內的總收入約為384,9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12.4%。減少主要由於乙醇業務的收入
減少所致。

本集團毛利約23,9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88.5%。整體毛利率由2.9%增至6.2%。增加主要由於酒類
業務增長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30,5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49.1%，佔本集團收入之7.9%（二零一零年：
4.7%）。增加主要由於在二零一零年九月收購力榮集團後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約為73,7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57.6%。增加乃由於(i)確認購股權開支增加約6,200,000港
元、(ii)本集團哈爾濱生產設施暫停生產期間所計提的折舊約8,800,000港元，及(iii)隨着二零一零年
九月收購力榮集團及Keen Vitality Holdings Limited後所增加的無形資產攤銷約6,700,000港元及其他
行政開支所致。

其他開支約為74,3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23.9%。其他開支乃與乙醇業務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約27,000,000港元及無形資產減值約47,300,000港元。

融資成本約為5,5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5.9%。增加乃由於利率增加所致。

所得稅抵免約為11,8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1162.0%。增加乃因為已確認無形資產減值有關之遞延
稅項負債撥回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年內，由於(i)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的買賣協議收購Keen Vitality Holdings Limited而配
發及發行30,000,000股股份作為額外代價；(ii)就兩間附屬公司若干應付款項之和解而配發及發
行11,326,134股股份；及(iii)董事及僱員行使購股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45,196,134股股份至
1,190,642,397股股份。除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外，並無發行其他資本工具。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348,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439,2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85,800,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36,1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
16,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8,100,000港元），乃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借貸約118,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3,300,000港元）。
本集團借貸包括銀行貸款約65,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300,000港元）、其他借貸約3,8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3,500,000港元），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約18,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5,800,000港
元），及應付一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約31,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700,000港元）。所有借
貸均以人民幣計值。銀行貸款利息介乎7.21厘至7.37厘（二零一零年：5.31厘至6.37厘）。其他借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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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息率為6.25厘（二零一零年：6.37厘）。應付關連人士及一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為免息。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41.7%（二零一零年：25.4%），按負債淨額
除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加負債淨額計算。

本集團主要以運營所產生之現金撥資本集團之營運及資本開支。經考慮本集團現有無抵押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及銀行與其他借貸，以及主要股東提供的財政支持，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財務
資源作營運所需。

年內，本集團並無採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因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
故人民幣波動可能影響本集團的業績及資產淨值。本集團的財政政策是僅於其潛在影響對本集團
而言屬重大的情況下方管理外幣風險承擔。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其外匯狀況及（如有需要）採用對沖
工具（如有），以管理外幣風險承擔。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109,1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106,200,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機器、租賃土地以及已抵押存款作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約有523名僱員（二零一零年：552名），總員工
成本約為41,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8,700,000港元）。僱員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的水平，一般根
據市況及個別員工的資歷釐定。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目的是提供獎勵予參與者，表揚其對本
集團的貢獻，使本集團能招聘及挽留優質僱員長期為本集團服務。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下文為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
告摘要：

「意見

吾等認為，該綜合財務報表真實及公平地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反映 貴公司與 貴集團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事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
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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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項

吾等並無作出保留意見，惟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其中顯示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綜合虧損淨額139,410,000港元，而 貴集團於該日的綜合流動負債超逾其綜
合流動資產85,847,000港元。此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
重大質疑。」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

承董事會命
生物動力集團有限公司

路嘉星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路嘉星先生、韓東先生、孫如暐先生、趙滌飛先生、李建權先生及
符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鼎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Sam Zuchowski先生、陸海林博士及
張永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