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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3�）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

主席報告

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本期間的經營及發展令人鼓舞，本
集團截至�007年��月3�日的九個月業績大幅度增長，營業額5,56�萬港元，稅後盈
利3,84�萬港元，每股獲利�0港仙，扭轉了過去兩年連續虧損的局面，這是公司控股
權轉變後，董事會和管理層群策群力的集體結晶。

由於須保留資金作為未來拓展用途，董事會因此決定本期間不派息；但如果下年度
的經營業績持續增長，在條件足夠的情況下，全體股東將一起分享成果。

集團擁有40%股份權益的中華煤炭集團有限公司（「中華煤炭」）營運表現優異，稅後
盈利比較上年度增加兩倍。由於中國能源近年供不應求，預期煤炭業務將繼續向
好。中華煤炭在國際認可的證券交易所上巿的計劃進展順利，目前正協商及邀請國
際投資者為戰略性股東，為未來的成功上巿增加動力。

聯營公司歐洲資源中國有限公司（「歐洲資源」）的業務範圍已伸展到北美及南韓等地
區，歐洲資源並簽定合資協議、在廣東省順德巿創立廢塑料資源回收及銷售公司，
分享仍然高速增長的內地再生資源巿場。

附屬公司東明物流控股有限公司的傳統物流業務保持平穩，集團正致力開拓潛力特
佳的電子商務物流，目前已在全國�0�個城巿建立網絡、提高競爭能力，期待年終
達至較佳的營運效果。

集團控股股東對公司前景深具信心，於�008年3月斥資約7,746萬港元，增持公司擴
大後股份權益�6.67%，此舉有利進一步提升公司財政實力，為捕捉新商機作好準
備。

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全體仝人的勤奮工作、盡忠職守，以及公眾股東的鼎力支持；我
們深信東方明珠創業必將持續穩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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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55,620	 65,344

銷售成本  (40,272	)	 (5�,06� )	 	 		

毛利  15,348	 �4,�8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7,361	 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7,175	)	 (4,9�� )
一般及行政開支  (23,482	) (�6,�89 )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款項開支  (4,126	) (�0,�97 )
可供出售證券減值虧損  –	 (9,357 )
於收購時確認的無形資產減值準備 5 (8,987	) –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物業、廠房及設備
 及無形資產之減值準備 5 (2,470	) (3,993 )	 	 		

經營虧損  (23,531	) (46,�47 )

融資成本  (4,125	) (6,868 )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扣減虧損  61,884	 (�,�0� )	 	 		

除稅前利潤╱（虧損） 6 34,228	 (54,3�6 )

所得稅 7 (1,103	) (�,�68 )	 	 		

本期間╱年度利潤╱（虧損）  33,125	 (55,484 )	 	 		

攤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8,422	 (53,�78 )
少數股東權益  (5,297	) (�,�06 )	 	 		

本期間╱年度利潤╱（虧損）  33,125	 (55,484 )	 	 		

每股利潤╱（虧損） 

基本  10港仙	 (�0)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本期間╱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本持有人股息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公佈之期末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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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0,156	 95,730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18,329		 �8,�5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60,490		 398,564
遞延稅項資產  1,419		 �,4�9	 	 		

  580,394		 5�3,868	 	 --------------		 --------------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2,530		 ��,56�
即期可收回稅金  –		 89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526		 5�3
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結欠金額  11		 ��
聯營公司結欠金額  9,930		 �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617		 ��,�84	 	 		

  64,614		 33,388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3,980		 �7,506
應付關連公司之款項  63,903		 �8,��5
短期銀行貸款  7,101		 57,587
其他短期貸款  –		 506
應付所得稅  16,464		 �5,790	 	 		

  111,448		 ��9,5�4	 	 --------------		 --------------	 	 		

淨流動負債  (46,834	)	 (86,��6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3,560		 4�7,74�
非流動負債
附息貸款  57,315		 –	 	 		

資產淨值  476,245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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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3,641		 �90,8��
儲備  276,307		 �35,�0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69,948		 4�5,9�4

少數股東權益  6,297		 �,8�8	 	 		

權益總額  476,245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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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統稱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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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有關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所採用的主要會計
政策的摘要總結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現有會
計期間首次生效或供提早採納。附註�提供有關首次採納相關準則下任何會計政策之改
變在本集團於期內及之前的財務報表中反映。

董事會已議決把本公司財政年度由三月三十一日變更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此次改動主要
為統一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主要經營能源，天然資源及物流業務）之財政
年度。由此，本次綜合財務報表只覆蓋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因此，比較數字（覆蓋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十二個月止）之綜合損益表，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相關之財務報
表附註均不能直接和當期數字比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約46,834,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86,��6,000港元）。有關之控股公司及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承諾有需
要時會提供財務資助以維持公司持續營運。根據以上評估，本集團董事相信公司會有足
夠營運資金作為日常運作及在可見將來能償付到期之債務，所以採用持續經營來準備資
產負債表。

2.	 會計政策變動

(a)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於本集團及本
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供提早採納。

採納以上之會計政策對期內之財務報表沒有重大改變，但是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七條「金融工具：披露」及修訂後之香港會計準則第一條「財務報表之披露：
股本披露」，需要額外披露一些額外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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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條，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金融工具之披露及目的及
由此類工具引起之相關風險，與前期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條「金融工具：披露及
列示」之比較。

經修訂後之香港會計準則第一條，要求額外披露有關資本架構，本集團及本公司管
理資本的目的、政策及過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條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一條對金融工具之分類、確認及
計量金額，沒有重大影响。

於本會計期間，本集團沒有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準則或詮釋。

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保稅倉庫業務、提供物流及相關服務。

營業額指物流及其他服務之服務收入（不包括營業稅及附加稅）。

4.	 分類報告

分類資料乃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因業務分類資料較近似本集團之內部財務
報告方式，故其被選為主要報告形式。

業務分類

期間，本集團主要經營單一業務，即提供物流及相關服務，因此，並未呈列業務分類資
料。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營運主要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之行政職務乃於香港及
中國進行，而經營業務則主要於中國進行。

本集團之所有銷售均售往國內客戶，因此，並未呈列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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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據地區分類為基準呈列資料時，分類資產及資本開支乃根據有關資產之所在地計
算。

	 中國	 香港
 自二零零七年		   自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至		 截至		 四月一日至		 截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止年度		 止期間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567,444		 503,69�  77,564		 43,565
本期間╱年度產生之資本開支 10,710		 �,384  197		 �99
       

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減值準備

由於未能確定可收回性，以下項目已作減值準備。

	 本集團
	 自二零零七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止期間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與客戶良好商業關係確認為無形資產 8,987	 –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74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6	 3,993	 		

 11,457	 3,993	 		

於本集團收購武漢東明物流有限公司（「武漢東明」）後，因懷疑武漢東明董事，楊宇清女
仕（「楊女仕」）（武漢東明主要管理層），可能侵吞武漢東明資產，集團管理層已對楊女仕
採取適當法律行動保障本集團利益，並追回有關侵吞武漢東明資產之損失。同時因楊女
仕離職，武漢東明主要客戶終止與武漢東明之業務關係。因此管理層於期內決定終止武
漢東明所有業務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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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利潤╱（虧損）

除稅前利潤╱（虧損）已扣除：
	 自二零零七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止期間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墊款及其他借款利息 1,775		 4,870
其他貸款利息 1,482		 �,�4�
其他借款成本 868		 857	 		

借款成本總額 4,125		 6,868	 		

(b)	 員工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619		 7�6
以股份結算之股份交易開支 4,126		 �0,�97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0,883		 8,808	 		

 15,628		 �9,83�	 		

(c)	 其他項目：

租賃土地溢價攤銷 395		 5�3
其他資產折舊 3,231		 3,905
壞賬撇銷 290		 35�
核數師酬金
－即期╱本年度 1,469		 �,000
－過往年度 –		 ��7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額－物業租金 2,330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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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指：

	 自二零零七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止期間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1,103		 �,767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臨時差額	 –		 (599 )	 		

 1,103		 �,�68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期內本集團毋須繳付任何百慕達及英屬
處女群島之所得稅（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並無須繳付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程按適用於實體（包括本集
團）之適當即期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項須按中國有關城市使用之適用即
期稅率，即�5%（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稅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正式生效。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通過國發【�007】39號公告
（「39號公告」）澄清現存享有優惠稅率之企業過渡安排。根據新稅法及39號公告，
部份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由33%減至�5%，部份中國企
業所得稅率於五年過渡期內由�5%增加至�5%（即二零零八年按�8% 稅率執行，二
零零九年按�0%稅率執行，二零一零年按��%稅率執行，二零一一年按�4%稅率執
行，二零一二年及期後按�5%稅率執行）。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所施行的新稅法，對於派發給外國投資者股息按�0%徵收
預扣所得稅。如中國與外國投資者的稅務管轄區有簽訂相關稅務協議可運用較低的
所得稅率。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有關稅務機構頒發《財稅【�008】》規定：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息及自保留盈利撥出並匯出中國的款項，豁免預扣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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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利潤╱（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集團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38,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虧損53,�78,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387,��0,000股（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經二零零七年股份合併調整後
之普通股股份�70,46�,000股）計算：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自二零零七年		 截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止期間		 止年度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381,642		 5,438,098
股份合併之影響 –		 (5,3�9,337 )
向控股股東發行股份之影響 –		 68,�64
已行使可換股票據之影響 –		 47,837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8�
為收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發行股份之影響 5,578		 33,5�9
就先舊後新配售發行股份之影響 –		 889	 		

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387,220		 �70,46�	 		

就計算每股利潤╱（虧損）而言，股份合併乃視為發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由於行使本公司本期間╱年度之已發行購股權導致每股利潤╱（虧損）增加╱減少，故並
無呈列每股攤薄利潤╱（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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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業務分析

業績及經營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
55,6�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5,344,000港元），即年度化後之增幅為
約�3.5%。期間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為6�,88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應
佔虧損�,�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0港
仙，而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則為�0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獲進一步改善。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38,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虧損53,�78,000港元），轉虧為盈。有關增加主要因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所
致。

物流

物流仍然是本集團收益主要來源。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
廣州東明物流有限公司重置其資源以集中發展潛力較大之電子商務物流，而東明物流
（深圳）有限公司倉儲業務之營業額仍然穩步增長。

煤炭業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集團分佔其聯營公司中華煤炭能源
集團有限公司（「中華煤炭」）之溢利約為67,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中華煤炭與兩名獨立夥伴訂立協議，以收購山西秦河煤炭
有限公司（「秦河煤炭」）之89.4%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4�,000,000元。於股權重
組後，秦河煤炭持有山西省秦河煤礦之�00%採煤股本權益。於重組後，採煤面積為
�.4�6平方公里，該區可開採煤礦為第四、第七及第九層。焦煤儲量為�6,4�0,000噸，
而可採儲量為��,390,000噸，目前之年產量上限為300,000噸。

本集團相信，煤炭需求於可見未來將會增長，而中華煤炭之收入貢獻將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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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中國和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所授出之信貸撥付其營運開支。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下降至�0%（按本集團銀行借貸
除以資產總值計算），而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於期間終結日，本集團之
銀行借貸總額為6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8,000,000港元），以
本集團位於中國之若干物業作抵押。本集團於期間內已採取審慎措施以管理財務風險
及限制借貸。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已增加至約3�,6�7,000
港元，而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84,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流動比率（按本集團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增加0.58（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0.�8）。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協議受到有關股本要求之契約履
行，主要都是一些在日常金融機構出現之貸款安排。如本集團違反有關契約，已取用
之貸款需立即償還。本集團已定時監察有否遵守相關契約。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三月三十一日，沒有違反任何貸款契約。

期間內，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港元或營運附屬公司當地貨幣進行業務交易。董事認
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相信無需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將持
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採取認為合適之任何進一步審慎措施。

訴訟

本集團擁有三項待決索償訴訟，原訴人為已出售附屬公司之前任董事，其向本集團索
償合共不少於��,400,000港元之款項。有關雙方之口供已準備而本集團將安排排期審
訊，有關法律行動仍在初始階段，並將會進行審訊，本集團及其法律代表因而不能確
認索償可能造成之影響。

此外，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採取法律行動（「法律行動」），向招商迪辰
集團有限公司（「迪辰集團」）、三名前董事（即范棣、李興貴及伍世岳）、Hero Vantage 
Limited及大連雙喜商貿發展有限公司發出傳票索償合共人民幣64,500,000元。本公司
已就三名前董事取得缺席判決，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就招商迪辰集團有限公
司取得簡易判決。本公司將於有需要及適當時候向股東知會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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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迪辰集團向本公司發出傳票，就（其中包括）認購協議之詮
釋尋求法院頒令、判決及╱或指引。

作為認購協議內一項條款及條件及責任（「該責任」），迪辰集團須於認購協議完成時提
供�0億股股份（或�,000萬股每股面值0.50港元之合併股份）作為擔保物，以便於迪辰
集團根據認購協議提供之保證（如有）有任何違反帶來經濟損失（如有）情況下，向本公
司作出賠償。由於迪辰集團仍未履行認購協議項下之該責任，本公司遂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就（其中包括）迪辰集團違反其根據認購協議提供之保證，向迪辰集團發
出傳訊令狀。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就迪辰集團未能履行認購協議下之
責任及違反保證取得簡易判決。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支行）（「民生銀行」）向法庭申請介入此訴訟，並已向法庭申請上訴，且民生銀行
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取得法令，允許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取得
之簡易判決作出上訴。本公司將於取得法庭之判決時尋求法律意見，並會考慮向法庭
就迪辰集團之清盤令向法庭提出上訴，以保障本公司利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約為4��人。僱員之薪酬組合仍維
持於具競爭力之水平，包括每月薪金、強制性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其他
僱員福利包括膳食及交通津貼以及酌情花紅。

展望

能源及天然資源業務

為進一步提升本公司之價值，本公司一直積極為本集團尋找不同新商機。鑑於國內能
源及天然資源供應有限但需求不斷增加，故管理層將不斷迅速及適當地制訂業務及投
資策略，以把握任何商機，並適時進軍具高增長潛力之新興能源及資源業務。管理層
亦認為，將本集團之業務分散至採煤及相關業務，可為本集團提供額外之股息收入，
並減少本集團之業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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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相信，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內將持續發展，因而將帶動對能源及天然資源日益
殷切之強勁需求，為本公司帶來龐大機遇將之實現。憑藉人脈廣闊之董事會，加上管
理層團隊於業務發展具備豐富經驗及卓越才能，故管理層深信，本公司於保留具協同
效應之物流業務之同時，將可鞏固能源及天然資源業務，並為股東帶來非常可觀之投
資回報。

煤炭業

本集團積極擴展其能源及天然資源業務。於二零零六年十月，本公司透過於期內為本
集團產生溢利之聯營公司中華煤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中華煤炭」）斥資近4億港元成
功完成收購煤炭開採公司山西三興煤炭氣化有限公司40%股份權益。其後，中華煤炭
正進行收購一至兩個位於山西之煤礦場，而中華煤炭將繼續收購其他煤礦。

中國之煤炭需求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之近期中國煤炭業統計數字顯示，在因中國電力及鋼鐵業
之強勁需求及煤炭之地區性緊張供應，中國已經及將繼續是煤炭淨進口國家。

鑑於中國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者，煤炭佔中國能源消費超過60%，中國煤炭之需求
為歷來最大。中國為全球最大煤炭生產地，大部分中國出產之煤炭來自山西，事實
上，山西亦為中國原煤及焦煤之最大生產地。

相信中國的煤炭生產商享有綜合正面因素，將為未來數年帶來強勁增長。我們見證煤
炭價格於期內之漲升，中華煤炭管理層對煤炭價格維持其樂觀態度，尤其是焦煤。中
華煤炭亦在國內市場上開採及銷售焦煤。中華煤炭之焦炭產品主要包括冶金焦炭。中
華煤炭按其客戶提供之規格在其焦化廠房裡將焦煤加工成焦炭。

由於鋼鐵業之需求殷切，令中國焦煤價格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大幅上升。山西省之指
標價格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上升逾40%。

此外，中華煤炭利用其焦化廠房及其他設備生產多元化焦化產品。中華煤炭之主要化
學產品包括煤氣、精製焦油及粗苯。中華煤炭生產之所有煤氣將根據一項煤氣供給協
議供應予山西太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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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煤炭在山西太原市有一個年產600,000噸焦炭的焦炭廠，並在山西太原市附近有三
個焦煤儲量分別約6,750萬噸、�,64�萬噸及�,9�8萬噸，合共超過�.�億噸的煤礦。預
期此三個煤礦於二零零八年之煤炭總年產量約為�80萬噸。

鑑於煤炭在能源需求上之戰略重要性，中國政府正積極改善行業架構，使國家煤炭資
源之開採更具效益、更安全。政府之政策方向，正是把煤礦業務「做大做強」。因此，
本集團相信，中華煤炭之類的具規模煤炭生產商處於頗佳位置，因行業之整合良機而
得益。

中華煤炭之客戶主要為當地焦炭廠及鋼鐵公司，該等公司仍將以高速擴展。產品定價
乃經與客戶磋商後釐定，近期煤炭市場價格靠穩，顯示客戶仍願支付較高價格以保證
供應。

煤炭乃其中一種中國存量豐富之資源，由於此資源對中國能源組合之戰略重要性，本
集團預期中國政府將以更大力度改善煤炭業之架構。本集團預期，有關變動將對大型
煤炭生產商有利，因可參與整合規模較小經營商之機會，使已經頗強之生產情況更見
改善。

需求急升、供應持續短缺、運輸出現嚴重樽頸、中國對煤炭出口之監控及政府減少對
訂定煤價之干預將共同致使大、中型中國煤炭公司於未來數年錄得強勁盈利增長。

中華煤炭計劃成為中國山西省一間領導性非國營焦炭及焦煤生產商。其發展戰略集中
以收購礦源及擴大產能，以及進一步改良其焦炭加工及生產效能等方式，在山西省發
展。

塑料資源業

本集團持有歐洲資源中國有限公司（「歐洲資源」）50%股本權益，從而成為第一大股
東，該再生環保塑料資源項目深具發展潛力，產品面向供不應求之中國市場，及管理
層亦將物色良機將其塑料市場開拓至北美及其他亞洲國家，如越南、柬埔寨、馬來西
亞、韓國、日本等等。

本集團預期歐洲資源將於二零零八年有收入貢獻，並為本集團另一項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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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廢棄塑料原料之需求

塑料在當今工業領域被廣泛用作原料，是鐵、木及紙等其他材料之理想替代品。於二
零零零年，僅中國就生產�,300萬噸塑料製品；於二零零五年，為3,�00萬噸，年增幅
達�3%。於二零零五年，塑料包材之需求量達500萬噸。塑料用量增加，引發嚴重環
境問題。再生環保塑料成為廣泛認可之解決方案。在廣東及華南地區，每年對再生廢
棄塑料材料之需求量超過�00萬噸。

中國是世界上廢棄及再生塑料之最大進口國，對聚丙烯及聚乙烯（「聚乙烯」）之需求分
別佔�8%及�5%。

中國乃世界上最大之聚乙烯薄膜市場，市場規模較美國或整個西歐為大。於二零零四
年，熔爐數�萬個，估計產量逾�,�00萬噸。

除位於法國之再造工廠外，歐洲資源之管理層亦正洽商收購位於歐洲（如英國、德
國、意大利等）之某些再造工廠及收集設施。此外，歐洲資源已於中國廣東省順德市
開設一間合營企業，在塑膠造粒之生產過程中產生更多盈利及擴大客戶群。

預計煤炭項目和再生環保塑料資源項目將為本集團帶來長期穩定收益。

為加速集團的投資項目升值，同時為股東帶來整體利益，管理團隊目前正計劃於可行
情況下盡快把煤炭項目分拆在獲認可証券交易所上巿。董事會預計中華煤炭成功分拆
上巿後，將為集團帶來非常理想的投資收益。

本公司將同時經營與投資能源和資源業務以及物流業務。由於資源項目需要更多資本
投資，因此其佔本公司之資產淨值總額將高達70%。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自從黃坤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成為新控股股東以來，本集團之財政狀況即
時得到改善。除因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向黃坤先生配售本公司新股份而獲得款項7,746萬
港元外，本集團更獲得黃坤先生提供7,000萬港元之無抵押備用信貸，作為額外營運資
金，有利本集團開展各項投資及經營活動。整體而言，本集團之往來銀行、客戶和商
業合作夥伴均對本集團之未來發展深具信心。因此，本集團將處於一個較佳之位置，
能夠把握未來之各種業務及投資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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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銀行貸款合共約64,000,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8,000,000港元）。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於期間派發股息（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為一家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向銀行作出約
64,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8,000,000港元）之擔保。該附屬公司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上述銀行信貸約64,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58,000,000港元）。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總值約�億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億
港元）之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授予本集團信貸之擔保。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讓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
授予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貢獻之激勵或獎賞。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完全符合上市
規則第�7章條文之規定。期內，根據該計劃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黎士康
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董志雄先生及馮慶炤先生。審核委員會於期間已舉行兩次會
議。審核委員會獲提供足夠資源以履行其職責。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遵從列載於企業
守則之指引，主要包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審閱半年及全年報告
及賬目，檢討及監察核數師之委任及其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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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別名：黃坤）、陳耀強先
生、袁偉明先生、張國裕先生、周里洋先生及鄭英生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志雄先生、馮慶炤先生及黎士康先生。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坤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