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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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釀 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Sino Distil lery Group Limited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Stock code 股份代號: 00039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Formerly known as "BIO-DYNAMIC GROUP LIMITED"
前 稱  「 生 物 動 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Sino Distillery Group Limited
中 國 釀 酒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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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末期業績公佈

中國釀酒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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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199,325 384,859
銷售成本  (184,850) (360,949)
   

毛利  14,475 23,9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5,300 8,9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900) (30,494)
行政開支  (87,912) (73,741)
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 6 (227,377) (74,311)
融資成本 7 (7,052) (5,534)
分擔聯營公司虧損  (120) –
   

除稅前虧損 6 (334,586) (151,248)

所得稅抵免 8 12,928 11,838
   

年度虧損  (321,658) (139,410)
   

下列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77,800) (125,547)
 非控股權益  (43,858) (13,863)
   

  (321,658) (139,410)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23.31)港仙 (10.7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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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321,658) (139,410)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98 16,027
  

年度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入 498 16,027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321,160) (123,383)
  

下列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77,253) (111,678)

 非控股權益 (43,907) (11,705)
  

 (321,160) (12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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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6,693 339,888
預付土地租金  32,170 32,997
商譽  – 4,073
其他無形資產  12,140 138,97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612 –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4,615 515,932
   

流動資產
存貨  129,159 96,81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5,973 15,2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843 58,254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10,238 446
已抵押存款  37,317 27,41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398 16,489
   

流動資產總值  235,928 214,62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182,205 65,03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8,132 109,98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6,087 69,216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30,939 18,106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31,263 31,012
應付稅項  6,886 7,124
   

流動負債總額  415,512 300,473
   

流動負債淨額  (179,584) (85,84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5,031 430,0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0 14,266
遞延收入  12,097 12,5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217 26,766
   

資產淨值  92,814 403,319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9,516 119,064
儲備  (37,396) 229,654
   

  82,120 348,718

非控股權益  10,694 54,601
   

權益總額  92,814 403,319
   



4

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呈列基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為179,58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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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87,000港元、116,763,000

港元及31,263,000港元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或重續。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的綜合虧損為321,6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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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Able Turbo Enterprises Limited、江建軍先生及經緯集團（中國）投資
發展有限公司已同意共同及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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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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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綜合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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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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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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
  的既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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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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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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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不包括已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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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關連人士款項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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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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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54,587 144,738 – 199,325
其他收益 1,717 3,488 – 5,205
    

 56,304 148,226 – 204,530

分類業績 (187,350) (56,004) (65,756) (309,110)
對賬：
利息收入    9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8,519)
融資成本    (7,052)
    

除稅前虧損    (334,586)
    

分類資產 320,943 137,697 31,111 489,751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收款項    (18,17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8,971
    

資產總值    570,543
    

分類負債 327,932 30,375 18,480 376,787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付款項    (18,17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9,121    

    

負債總額    427,729
    

其他分類資料：
分擔聯營公司虧損 – (120) – (120)
於收入報表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119,917 46,205 61,255 227,377
存貨撥備╱（撥備之撥回） 5,471 (2,708) – 2,763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427 6,657 – 7,084
折舊及攤銷 28,867 7,036 3,691 39,59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3,612 – 3,612
資本開支* 29,155 1,802 62 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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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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8,289)

融資成本    (5,534)
    

除稅前虧損    (151,248)
    

分類資產 471,655 163,630 79,525 714,810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收款項    (1,07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6,823
    

資產總值    730,558
    

分類負債 166,746 68,858 1,504 237,108

對賬：
撇銷分類間應付款項    (1,07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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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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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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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
團持有之主要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內地。管理層認為按地區劃分收入、分部業務及資產乃不
切實際。

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本年度內，並無外界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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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99,325 384,859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資助* 1,168 2,125

遞延收入攤銷 498 488

利息收入 95 160

獲豁免負債之收益 – 3,333

其他 3,539 2,816
  

 5,300 8,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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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182,087 358,309

折舊 28,199 27,36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081 1,05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314 12,119

根據有關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的最低租金 5,356 5,978

核數師酬金 1,150 1,15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酬 25,734 27,350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9,373 11,759

 退休金計劃供款 2,449 1,931
  

 37,556 41,040
  

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06,475 27,013

 商譽減值 4,073 –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116,829 47,298
  

 227,377 74,311
  

外匯差額淨值 (25) 13

存貨撥備* 2,763 2,640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7,084 9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6 33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3,367 –

利息收入 (95) (160)

獲豁免貸款之收益 – (3,333)
  

* 本年度存貨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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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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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 5,534

應付貿易款項之利息 385 –
  

 7,052 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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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 1,298 1,684

 遞延 (14,226) (13,522)
  

年度稅項抵免總額 (12,928) (11,838)
  

分擔聯營公司應佔稅項為3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已計入綜合收入報表之「分擔聯營公
司虧損」項下。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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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659,822股（二零一一年：1,164,556,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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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毋須對截至二零一二
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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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5,243 12,783

一至兩個月 355 1,234

二至三個月 – 560

超過三個月 375 627
  

 5,973 1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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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50,044 47,628

一至兩個月 52,842 11,830

二至三個月 192 5,289

超過三個月 79,127 286
  

 182,205 65,033
  

除79,11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應付貿易款項以6.0厘至6.9厘計息且以90天及300天為結算
期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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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為199,3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48.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77,8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121.3%。年內每股虧損為23.31港仙（二零
一一年：10.78港仙）。

年內，本集團酒類業務成為本集團主要業務。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大幅增加，主要由於資產減值
及本集團乙醇業務虧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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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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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00,000港元收入，較上年減少75.9%，佔總收入的27.4%（二零一一年：
58.8%）。收入大幅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乙醇生產設施於二零一二年二月至十月暫停所致。由於玉
米漲價，哈爾濱釀酒暫停其生產程序，以減少現金流出量及經營虧損。本年度毛損約為22,5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3,200,000港元）。

哈爾濱釀酒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恢復生產。然而，哈爾濱釀酒的盈利能力易受乙醇及玉米的價格
影響，而乙醇產品需求部份與下游酒類行業相互關連。由於中國酒類市場最近出現疲弱，乙醇產品
價格較低。鑑於玉米價格上升及乙醇產品售價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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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7,000,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及約
13,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7,300,000港元）的無形資產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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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為增強產能與擴展產品組合，哈爾濱釀酒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起對設備進行改造，以擴充儲
存設施、改善設備以削減生產成本，以及令生產設施除生產食用酒精外亦能夠生產無水酒精。由於
天氣寒冷，設備改造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暫停，待天氣回暖將會馬上復工。為控制原材料成本，
哈爾濱釀酒於新造玉米於年底上市時提前購入原材料，以應付未來所需。

同時，哈爾濱釀酒亦積極尋求增加乙醇產品售價之方法，透過鐵路運輸將產品輸出到中國其他地
區。哈爾濱釀酒亦尋求紅麻生產乙醇，將原材料多元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底，哈爾濱釀酒與一間
上海高科技企業及兩名企業夥伴就紅麻纖維素乙醇生產示範項目簽訂意向書。示範項目預期為未
來紅麻纖維素乙醇工業化生產奠定基礎。

展望將來，哈爾濱釀酒將繼續集中改善生產效益及擴展產品組合，以鞏固其財務表現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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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廣州擁有27間酒類專賣店及
26間加盟店。本集團為典藏酒鬼及美名問世的中國獨家經銷商，直至二零二零年五月為止。

年內，酒類業務錄得約144,700,000港元收入，較上年減少8.6%，佔總收入的72.6%（二零一一年：
41.2%）。年內，本集團專注於廣州的毛利率改善及哈爾濱及湖南省的網絡擴展。因此，來自哈爾濱
及湖南省業務的收入增加，但來自廣州業務的收入減少，並引致收入淨額減少。儘管收入減少，惟
此業務的毛利率由23.4%改善至25.5%，主要由於廣州業務的經甄選產品價格上升所致。毛利約為
36,9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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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政府部門以及國有機構及國有企業響應政府號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
加上白酒塑化劑風波，打擊此業務的收入。鑑於市況不利，本集團的產品典藏酒鬼及美名問世的需
求將會減少，故賬面值約42,100,000港元之典藏酒鬼及美名問世的分銷權以及賬面淨值約4,100,000

港元之商譽已於本年度內全數減值。

中國酒類行業的經營環境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仍然維持困難的局面。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市況及動
態，並採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以緩和負面影響。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改善產品組合，並專注
於較高利潤率的產品，從而帶來業務增長。除鞏固現有市場外，本集團將致力擴展中國其他地區的
零售及分銷網絡。

動物飼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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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動
物飼料業務將主要為生產及銷售粗飼料。

於本年度，本集團調配大部份資源發展本集團的乙醇業務及酒類業務，本集團動物飼料業務的發
展受到阻礙。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本集團確認與一農場成立合營企業，以生產及銷售動物飼料。本
集團將擁有該合營企業10%的股權，現正組建該合營企業。由於此合營企業規模較小，不會用上本
集團知識產權。

由於此業務並無預期收入，故於本年度將有關知識產權全數減值約61,300,000港元。

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就未來設施物色額外潛在位置，當中涉及若干標準的考慮，包括是否可獲得原
材料及基礎建設、潛在策略夥伴關係、物流及其他市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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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年內的總收入約為199,3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48.2%。減少主要由於乙醇業務的收入減
少所致。

本集團毛利約為14,500,000港元，較上年減少39.5%。整體毛利率自6.2%上升至7.3%。增加乃由於較
高利潤率的酒類業務於年內構成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31,9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4.6%，佔本集團收入之16.0%（二零一一年：
7.9%）。增加主要由於擴展哈爾濱及湖南省的分銷網絡。銷售及分銷開支對收入的比率大幅增加乃
由於酒類業務較乙醇業務擁有相對較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對收入的比率。

行政開支約為87,9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19.2%。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哈爾濱生產設施暫停營運
所計提之折舊，以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約增加6,100,000港元所致。

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約為227,4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206.0%。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於年內乃與
乙醇業務、酒類業務及動物飼料業務有關的資產減值分別約119,900,000港元、46,200,000港元及
61,300,000港元。

融資成本約為7,1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27.4%。增加乃由於貸款安排費用增加所致。

所得稅抵免約為12,900,000港元，較上年增加9.2%。增加乃因為無形資產減值增加，從而撥回有關
之遞延稅項負債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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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由於董事及一名僱員行使購股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年內增加4,520,000股股份至1,195,162,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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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82,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348,7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179,6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85,8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
為8,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6,500,000港元），乃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借貸約為98,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8,300,000港元）。
本集團借貸包括銀行貸款約32,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5,400,000港元）、其他借貸約3,7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3,800,000港元）、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約30,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8,100,000港
元），及應付一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約31,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1,000,000港元）。約81.3%

的借貸以人民幣計值，而餘下以港元計值。銀行貸款、其他貸款及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約15,5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無）以固定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
為81.5%（二零一一年：41.7%），按負債淨額除以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加負債淨額計算。

經考慮本集團現有無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銀行與其他借貸、銀行信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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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營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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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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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89,5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109,100,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以及銀行存款作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約有541名僱員（二零一一年：523名），總員工
成本約為37,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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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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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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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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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綜合虧損淨額321,6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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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84,000港元。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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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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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
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
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惟以下披露者除外。

就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6.5條而言，趙滌飛先生、李建權先生及符輝先生未有向本公司提供
培訓記錄。趙滌飛先生及李建權先生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退任執行董事，而符輝先生已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一日辭任執行董事。

就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6.7條而言，本公司執行董事韓東先生、趙滌飛先生、李建權先生及符
輝先生，以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楊鼎立先生因處理彼等之其他業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釀酒集團有限公司

屈順才
執行董事

中國，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韓東先生及屈順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路嘉星先生、黃慶璽先生、陳華
先生及江賀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士、張永根先生及黎曉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