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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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佈

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載
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489,887 781,366
經營開支 (447,607) (711,389)

未計攤銷之經營溢利 42,280 69,977
其他收益及盈利淨值 3,110 3,820
出售球員註冊之收益 266,693 7,25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10,213)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26,554) (566,692)
商譽之減值虧損 — (23,574)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6,48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921) (3,672)
無形資產攤銷 (68,687) (165,616)
行政及其他開支 (50,923) (76,137)
融資成本 6 (21,310) (13,266)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143,688 (784,602)

所得稅抵免 8 — 153,783

本年度溢利╱（虧損） 143,688 (630,819)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及本年度 
其他全面開支總額 311 26,78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143,999 (60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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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6,911 (612,054)
非控股權益 6,777 (18,765)

143,688 (630,819)

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7,212 (586,193)
非控股權益 6,787 (17,843)

143,999 (604,036)

每股盈利╱（虧損） 10
— 基本及攤薄（港仙） 3.52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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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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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89 298,649
無形資產 71,257 246,344
商譽 — —
預付款項 5,753 14,599

354,399 559,592

流動資產
存貨 2,374 2,331
應收貿易賬款 11 129,091 15,55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350 23,03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17 1,317
於非銀行金融機構所持現金 1 17,5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604 7,966

224,737 67,738

流動負債
應付轉會費 38,687 114,283
應付貿易賬款 12 28,302 41,639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7,296 81,521
遞延資本撥款 690 711
應付董事款項 5,198 5,765
遞延收入 28,379 37,625
應付所得稅 418 418
借貸 105,083 172,181

294,053 454,143

流動負債淨額 (69,316) (386,40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5,083 17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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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轉會費 7,316 26,342
其他應付款項 4,021 16,319
遞延資本撥款 21,838 23,189
應付董事款項 179,819 177,098
借貸 7,219 8,103
遞延稅項負債 43,236 44,501

263,449 295,552

資產╱（負債）淨值 21,634 (122,3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8,878 38,878
儲備 (19,343) (156,5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535 (117,677)
非控股權益 2,099 (4,688)

權益總值  21,634 (12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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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
公司之股份自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而於英國（「英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
功能貨幣為英鎊（「英鎊」）。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為方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
元（「港元」）呈報。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從事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職業足球營運、服飾採購及買賣以及娛樂及媒
體服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溢利約143,999,000港元，乃主要由於出售球員註冊約
266,693,000港元。出售球員註冊產生之溢利為非經常性，儘管如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仍有流動負債淨額約69,316,000港元。此情況指出存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其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
力構成重大疑問，故本集團可能未可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負債。然而，由於本公司董事將考
慮不同融資可得來源，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有足夠營運資金，以自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起未來
十二個月到期時履行其財務責任。

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未能繼續持續經
營，則須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值至其可收回金額、就其他可能產生之負債計
提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無於
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本年度應用該等修訂及詮釋對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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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 ─ 二零一一年週期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政府貸款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權益：過渡指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1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5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1

香港 (IFRIC)* — 詮釋第20 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IFRIC指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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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及於二零一零年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及
計量以及取消確認之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
認金融資產在其後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情況是，於目的為收集合約現金流量之業
務模式內所持有，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之債務投資，均一般於其
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末按公平值計量。此
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以不可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投資（並非
持作買賣）之公平值變動，僅股息收入一般於損益確認。

• 就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最重大影響乃與因金融負債（指定為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之信貸風險變動而引致該負債公平值變動之呈列方法有關。特別是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負債信
貸風險變動之影響，將會於損益中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否則，因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而引
致有關負債公平值變動之金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金融負債信貸風險產生之公平值變動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
債之全部價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日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不會對就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呈報之金
額造成重大影響。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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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綜合賬目、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已頒佈有關綜合賬目、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五項準則組合，包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
一一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此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內有關處理綜合財務報表之
部分。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綜合 ─ 特殊目的實體」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生
效日期予以撤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僅有一個綜合賬目基準，即控制權。此外，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包含控制權之新定義，其中包括三個元素：(a)對被投資公司之權力；(b)自參與被投資
公司營運所得浮動回報之承擔或權利；及 (c)運用對被投資公司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之能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就複雜情況之處理方法加入詳細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訂
明由兩方或以上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共同
控制實體 ─ 合營方之非貨幣性出資」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生效日期予以撤銷。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歸類為合營企業及合營業務，視乎安排訂約方之權利及責任而定。相反，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安排分為三類：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業務。此外，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企業須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共同控
制實體可採用權益會計法或比例綜合法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一項披露準則，適用於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或未綜合結構
實體擁有權益之實體。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所載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定者更為全
面。

此五項準則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惟此等五項準則須全
部同時提前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該等準則，現正
評估應用此等準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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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投資實體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修訂引入為投資實體合併附屬公司屬例外之情況，惟倘附屬公司提供與該投
資實體之投資活動有關之服務則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修訂，一間投資實體須計量其持
有之附屬公司權益，並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收益表處理。

須達成若干條件方可符合投資實體之資格。具體而言，一間實體需要：

• 向一名或以上投資者取得資金，藉以向彼等提供專業投資管理服務；

• 向其投資者承諾，其以資金作出投資之業務宗旨，純粹為資本增值、投資收入或結合兩者之回
報；及

• 幾乎全部投資之表現均按公平值基準計量及評估。

已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作出相應修訂，以引入對投資實體之新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由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董事預期應用該等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影響，因為
本公司並非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有關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單一指引。該準則界定公平值，
確立計量公平值之框架及有關公平值計量之披露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寬廣；適用於其
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資料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
惟特定情況除外。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之規定更為全面。例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僅須金融工具採用之三級公平值層級之定量及定性披露資料
將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而擴大至涵蓋其範圍內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現正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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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可選擇於一個單一報表內或於兩個獨立而連續之報表內呈列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作出額外披露，致令其他全面
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 (b)日後在符合特定條件時可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所產生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日後會計期間
應用該等修訂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將作出相應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改變界定福利計劃及離職福利之會計處理方式。最重大之轉變與界定福利責
任及計劃資產變動之會計處理方式有關。該等修訂規定界定福利責任以及計劃資產公平值出現轉變時須
予以確認，及因此取消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過往版本允許之「區間方法」。

此等修訂規定所有精算盈虧須即時透過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以便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淨退休金資產
或負債，反映計劃虧絀或盈餘之全面價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若干例外情況外，
須追溯應用。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香港會計
準則第19號之修訂，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之界定福利計劃呈報之金額。
然而，董事仍未對應用此等修訂之影響進行詳細分析，因此未能量化其影響程度。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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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收益按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值計量。收益已就估計客戶退貨、回扣及其他類似津貼作出扣減，且不包
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相關稅項，並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視及廣播收入 259,020 549,691
商業收入 116,623 118,432
球賽收入 114,244 113,032
來自娛樂事業之服務收入 — 211

489,887 781,366

5. 分類資料

向首席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乃著重所付運或所提供貨品或服務之類別。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i) 職業足球營運；

(ii) 服飾採購及貿易；

(iii) 娛樂及媒體；及

(iv)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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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可呈報分類之分類資料載列如下：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職業足球營運 服飾採購及貿易 娛樂及媒體服務 投資控股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外部銷售 489,887 781,155 — — — 211 — — 489,887 781,366

分類業績 215,140 (687,093) — — — 1,207 1,497 808 216,637 (685,078)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開支 (72,949) (99,524)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3,688 (784,602)

分類業績乃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之各分類
所賺取之業績。此乃向首席營運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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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六月三十日

職業足球營運 服飾採購及貿易 娛樂及媒體服務 投資控股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484,892 574,321 — — 142 286 830 2,876 485,864 577,483

未分配分類資產 93,272 49,847

資產總值 579,136 627,330

負債

分類負債 181,509 317,053 — — 14 20 35,007 24,555 216,530 341,628

未分配分類負債 340,972 408,067

負債總額 557,502 749,695

為方便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

• 除於非銀行金融機構所持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應收關連公司款項不能分配至可呈報
分類外，所有資產已分配予可呈報分類。

• 除借貸、遞延稅項負債、應付所得稅及應付董事款項不能分配至可呈報分類外，所有負債已
分配予可呈報分類。



— 14 —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以及金融工具、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及離職後福利資產外之非流動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211 972 3,161
英國（營運所在地） 489,887 781,155 347,674 541,832

489,887 781,366 348,646 544,993

(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概無收取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銷售額之10%以上。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394 1,471
—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其他借貸 20,559 11,449
融資租約 357 346

21,310 1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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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無形資產攤銷 68,687 165,616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2,652 3,462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56 272

2,808 3,734

出售存貨成本（附註 i） 10,272 10,757
經營開支成本（附註 ii） 437,335 700,6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20 15,801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209 37
經營租約項下之物業最低租金 7,140 2,593
外匯虧損淨額 2,666 2,419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

— 工資及薪金 277,060 501,436
—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36,055 60,218

313,115 561,65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992 314

附註：

i. 出售存貨成本指出售球會之運動服裝及其他配件之成本。

ii. 經營開支成本主要指支付予球員之薪金及相關花紅，以及球會於球賽期間所產生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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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抵免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 英國
本年度 — 140,321
稅率變動所致 — 13,462

— 153,783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英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英國企業稅（「企業稅」）。由於該等附屬公司有充足稅項虧損對銷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企業稅作出撥備。

由於該等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企業稅作出
撥備。

9.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二零一一年： 零），自報告期末以來並無擬派任
何股息。

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計算。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假設於視作行使或兌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為
普通股時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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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按以下數字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36,911 (612,054)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87,753 3,350,082

由於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
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

由於兌換本公司之購股權股份具反攤薄影響，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1.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29,200 16,083
減：呆賬撥備 (109) (524)

129,091 15,559

(i)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之平均信貸期為90天（二零一一年：90天）。本集團之平均信貸期僅為BCP之
平均信貸期，原因是期內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均屬BCP。

出售球員註冊之應收貿易賬款乃根據相關轉讓協議之條款收取。應收貿易賬款包括金額約
18,16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之球員轉會費。本集團並無就該筆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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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發票日期作出並扣除減值虧損之應收貿易賬款總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118,278 10,747
31至90天 836 1,932
91至180天 678 312
181至365天 9,299 2,568

129,091 15,559

(iii)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分析如下：

已逾期但未減值

總計
未逾期

及未減值
少於
60天

61至
90天

91至
365天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29,091 119,114 436 582 8,95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5,559 12,679 312 1,423 1,145

未逾期及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涉及眾多客戶，其並無近期欠款記錄。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涉及若干於本集團具有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
驗，管理層相信毋須就此等結餘計提減值撥備，此乃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結餘仍被視作
可悉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2.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向供應商取得平均90天之信貸期。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15,007 33,361
31天至90天 2,253 5,884
91天至180天 351 1,035
181天至365天 10,691 1,359

28,302 4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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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3,887,753,400 38,878 3,187,753,400 31,878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附註） — — 700,000,000 7,000

於年終 3,887,753,400 38,878 3,887,753,400 38,878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0.2港元透過配售發行
700,000,000股股份，集資約136,199,000港元（扣除開支後），以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營運資金，導致股本
及股份溢價賬分別增加約7,000,000港元及129,199,000港元。

所有上述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將在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14. 報告期後事項

(i)  報告期末後，兩名球員之足球註冊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之冬季轉會期內訂約出售，上述轉會預期
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完成。協議條款屬訂約雙方間之機密，因此不作披露。

(ii)  若干潛在買家曾與本集團接洽，以發掘購買BCP集團之可能性。於刊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日期，
概無達成具約束力之協議。有關潛在出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及二零
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刊發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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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獨立核數師報告之意見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範圍之限制

1. 同期數字

鑑於特許權使用費收入及應付董事款項之範圍存在限制，吾等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有保留。

任何發現須對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之期初結餘作出之調整可能影響　貴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相關披露事項。此
外，有關　貴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淨負債之比較數字，以及　貴集團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相關披露事項，
未必可與本年度之數字比較。

2. 特許權使用費收入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貴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贊助及合作協議（「該協
議」）。根據該協議，　貴集團同意與該獨立第三方另行訂立協議，以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至二零一五年五月期間之五個球季內使用Birmingham Football Club（「BCFC」）標誌製造
運動服裝（「運動服裝」），作為回報，該獨立第三方將向　貴集團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受
限於另行訂立之雙方協議）。特許權使用（受限於上述雙方協議）乃按將根據「BCFC」於
英超或歐霸盃比賽之表現及參考已售運動服裝淨售價總額而釐定之某百分比計算。

BCFC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球季由英超降班後，該獨立第三方已提早終止協議。
該獨立第三方並無提供有關相關期間特許權使用費之資料。截至本報告日期，　貴集團
與該獨立第三方正在就相關期間之特許權使用費進行磋商。

貴集團並無確認使用BCFC標誌所產生之任何特許權使用費收入。吾等大部份時間並無
足夠內部監控系統可供進行審核時依賴。吾等並無其他可信納之憑證以確定該金額，亦
無其他程序可進行，以使吾等信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所錄得營業額之完
整性。



— 21 —

3. 應付董事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表中應付董事款項包括應付董事許浩略（「許先生」）
款項約5,198,000港元。許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辭任　貴公司董事。吾等無法取
得足夠資料以核實該金額及其還款期。吾等並無其他可進行之令人滿意審核程序（包括
直接確認），以使吾等信納此款項是否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表中公平地
呈列。

任何發現須對上述數字作出之調整可能因而對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
狀況、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及現金流量以及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事項構
成重大影響。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基本不確定性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解釋，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
69,316,000港元。該狀況顯示存在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不確
定性，其有效性取決於未來能否取得資金。

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未能取得未來資金而可能產生之任何調整。吾等認為已作出適當披
露。然而，有關取得未來資金結果之不確定性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

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如可取得未來資金時所需作出之任何調整。吾等認為已於綜合財務報
表中就此情況作出適當披露，惟吾等認為此有關持續經營基準是否適當之基本不確定性極
高，以致吾等不發表意見。

不發表意見

基於不發表意見之基準段落所述事項之重大性及上述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確定性，吾
等並不對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事務狀況以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及現金流量發表意
見。在所有其他方面，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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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490,0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約781,000,000港元減少37%。有關減少乃主要由
於Birmingham City Football Club（「BCFC」）由英超聯降級至英冠，導致Birmingham City Plc
（「BCP」）之收益大幅倒退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除稅前純利約為144,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虧損淨額約785,000,000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出售球員註冊所產生之溢利及該等出售
令球員工資減少所致。本年度開支包括英國之無形資產攤銷約6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約166,000,000港元）、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約27,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67,000,000港
元）及員工成本約313,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562,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從事職業足球業務、娛樂及媒體服務。

足球營運業務

Birmingham City Plc （「BCP」）為一間於英國註冊之公司，Birmingham City Plc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BCP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英國之職業足球球會營運。BCP集團之收入來源包括 (i)包
括賽季及比賽日門票之門票收入；(ii)包括分銷英格蘭足球冠軍聯賽廣播協議、杯賽之廣播收
入以及來自本地媒體之收入；及 (iii)商業收入，包括贊助收入、公司款待、採購、會議及宴
會，以及其他雜項收益。

BCP集團為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帶來約490,000,000港元之營業額。其為本集團之本年度溢利
帶來計及重估物業額外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前溢利約78,000,000港元及純利約215,0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虧損淨額約687,000,000港元）。

英冠首年之成績相當理想，BCP集團晉身附加賽，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球季幾乎可即時
返回英超，可惜在附加賽半決賽不敵黑池而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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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審慎管理業務，確保BCP集團將遵守將於英國生效，要求球會長遠上自給自
足之財政公平比賽規則。BCFC將繼續為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球季之英冠第二年賽事備
戰，並將繼續努力獲勝，目標是重返英超。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零），自報
告期末以來亦無擬派任何股息。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為76.43%（二零一一
年：14.92%），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長期借貸對權益及非流動
負債）為66.09%（二零一一年：104.12%）。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總額對
資產總值之比率為96.26%（二零一一年：119.5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3,0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末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8,000,000港元增加812.5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包括流動部分及長期部分）約為112,0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180,000,000港元），乃於英國之銀行貸款及於香港之其他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附屬公司主要於英國營運，而其大部分交易、資產及負債以英鎊（「英鎊」）為單位，故
並無因匯率變動而面對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賬面值約23,000,000英鎊（相等於約271,000,000港元）
之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品。本集團約
8,000,000港元之有抵押銀行借貸亦以本集團內其若干附屬公司所提供之無限多邊擔保作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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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並無資產已抵押或質押作為任何未償還借貸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根據就球員轉會與其他球會訂立之合約之條款，倘符合若干特定表現條件，則應付額外
球員轉會費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可能就轉會應付而尚未撥備之最高款項約為
16,497,000港元（相等於1,362,000英鎊）。於報告期末及截至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概無該等款
項已經實現。

於報告年末，就本公司所知，本公司並無未完結訴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相信良好企業管治對改善本集團效率與表現，以及保障股東利益至為重要。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於本公司上一份年報詳述）除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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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部非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故本公司偏離上
述守則條文。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須退任
及接受重選。偏離原因乃本公司相信董事須承諾代表本公司股東之長遠利益。

(b) 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所有董事應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
細則，主席毋須輪值告退，而於釐定每年告退之董事人數時，亦不會計入其中。為確保
本公司順利營運及持續堅守本公司之策略性視野，本公司相信主席維持其職務及毋須輪
值告退更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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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整套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有關證券買賣之限制及披露規定適用於特定個別人士，包括本集團之高級
管理人員及其他知悉本集團股價敏感資料之人士。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確
認於年內直至本年報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恩明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周漢平先生（於二
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被取消資格）及黃家駿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下列各項：

— 審閱財務報表及報告，並於呈交董事會之前考慮合資格會計師、合規主任或外聘核數師
提出之任何重大或非尋常項目；

— 參考核數師所進行之工作、其酬金及聘用條款檢討與外聘核數師之關係，並就委聘、續
聘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檢討本公司財務申報制度、內部監控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及相關程序之足夠性及有效
性。

審核委員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舉行兩次會議，其工作包括審閱財務業績
及報告、財務申報及合規程序以及續聘外聘核數師。就選擇、委聘、辭退或解聘外聘核數師
而言，董事會與審核委員會之意見並無分歧。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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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設有薪酬委員會，截至本公佈日期，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
即邱恩明先生、周漢平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被取消資格）、陳順華先生（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五日獲委任）及黃家駿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邱恩明先生為
委員會之主席。

薪酬委員會主要目標包括就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提出建議
及作出批准。薪酬委員會亦負責就制定薪酬政策及架構設立具透明度之程序，以確保董事或
其任何聯繫人士並無參與決定其本身之薪酬，其薪酬會參考個人及本公司表現及市場慣例及
狀況釐定。

薪酬委員會一般會為檢討薪酬政策及架構及釐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年度薪酬待遇及
其他相關事項而每年進行會晤。薪酬委員會須就其對薪酬政策及架構及薪酬待遇之建議諮詢
董事會之意見。

薪酬委員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曾舉行兩次會議，以檢討本公司薪酬政策
及架構及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

酬金政策

董事獲支付之袍金符合市場慣例。本集團採納以下釐定董事酬金之主要原則：

— 任何個別人士不得釐定本身之酬金；

— 酬金應大致與本集團爭取人力資源之公司配合；

— 酬金應反映表現。

除基本薪金外，本公司亦採納購股權計劃，就本集團之持續經營及發展獎勵優秀員工及挽留
有才幹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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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設有提名委員會，截至本公佈日期，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邱
恩明先生、周漢平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被取消資格）、陳順華先生（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五日獲委任）及黃家駿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委員會由邱恩明先生
擔任主席。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參考守則作出檢討。

提名委員會負責檢討董事會組成、發展及制定提名及委任董事之有關程序、就董事之委任及
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及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提名委員會參照候選人之
技能、經驗、專業知識、個人誠信、本公司之需要，以及其他有關法定要求及法規，挑選及
推薦候選人出任董事。本公司於有需要時或會委任外界人事顧問公司進行招聘及挑選工作。

提名委員會亦負責考慮及批准其成員之委任，並就擬重選之董事向股東提出建議，提供足夠
董事履歷，以便股東就重選作出知情決定，並於有需要時提名及委任董事填補臨時空缺。主
席可不時聯同其他董事檢討董事會組成，特別要確保董事會內有足夠董事人數獨立於管理人
員。

登載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irminghamint/index.htm)及香港交
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com.hk)上登載。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資料
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
述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楊家誠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家誠先生、Peter Pannu先生、馬瑞昌先生、陳順華先
生、王寶玲女士及張貴能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邱恩明先生及黃家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