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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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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73,461 93,422

收入 4 152,397 93,422
銷售成本 (93,453) (71,186)

毛利 58,944 22,23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768 30,7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7,255) (4,812)
行政開支 (22,318) (28,855)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3,181 (18,88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5,099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3,113) –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 – (29,636)
出售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7,366) –
出售部分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12,907) –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3,710)
授予一間聯營公司墊款及資產押記的回報 174 392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1,932) (4,029)
財務成本 5 (18,027) (20,327)

除稅前虧損 (752) (56,851)
稅項 6 (6,268) (2,188)

本期虧損 7 (7,020) (59,039)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報告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55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161 –
確認為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32,967)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61 (32,912)

本期全面支出 (6,859) (91,951)

本期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018) (59,02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 (17)

(7,020) (59,039)

本期應佔全面支出：
　－本公司擁有人 (6,857) (91,934)
　－非控股股東權益 (2) (17)

(6,859) (91,951)

每股虧損 9
　－基本 (0.14港仙) (1.94港仙)
　－攤薄 (0.14港仙) (1.9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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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877 461,521
投資物業 – 5,200
可供出售投資 2,532 41,03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142,863 155,616
商譽 11 39,949 39,949
海域使用權 110,984 111,452
預付租賃款項 18,412 18,624
會所債券 350 350

806,967 833,750

流動資產
存貨 25,117 25,509
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187,525 92,721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可換股債券 – 45,17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7,826 19,791
應收貸款 11,045 21,351
預付租賃款項 414 414
持作買賣投資 3,379 10,010
存放於金融機構的存款 153 173
已抵押銀行存款 – 63,0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3,617 149,024

569,076 42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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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196,748 167,564
應付稅項 39,860 41,599
可換股債券 56,805 –
承兌票據 57,418 –
融資租約承擔 392 568
銀行及其他貸款 88,386 91,908

439,609 301,639

流動資產淨值 129,467 125,5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6,434 959,32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287 392
可換股債券 124,916 194,301
銀行及其他貸款 95,901 10,633
遞延稅項負債 27,703 27,703
港口建設費返還 14 151,793 151,793
承兌票據 – 55,243

400,600 440,065

535,834 519,26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59,642 50,842
儲備 475,345 467,4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4,987 518,289
非控股股東權益 847 975

535,834 51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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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8,289 880,148

本期虧損 (7,018) (59,022)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161 (32,912)

本期全面支出 (6,857) (91,934)

於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23,555 30,486

於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4,987 8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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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10,255) (6,805)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60,995 (252,378)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23,853 188,22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74,593 (70,95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9,024 265,89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3,617 194,94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3,617 19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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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報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所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以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
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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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金額及╱或本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或會使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全年財務報
表內對於涉及轉讓金融資產的交易之披露規定增加。該等修訂旨在就於金融資產被轉讓而轉
讓人保留該資產一定程度的持續風險承擔時，提高風險承擔之透明度。該等修訂亦要求於整
個期間內金融資產轉讓並非均衡分佈時須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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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期間之年度改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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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
　及過渡性披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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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安排及披露於
　其他實體的權益：過渡指引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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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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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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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期內於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扣除折扣及退貨）、及提供碼頭及物流服務所收或應
收金額；出售持作買賣投資總所得款項及利息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 42,636 57,601

提供碼頭及物流服務 109,761 35,821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總所得款項 21,064 –

173,461 93,422

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呈報之資料乃著眼於本集團營運之
性質。

本集團的經營及呈報分部如下：

拋光材料及器材 － 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

碼頭及物流服務 － 裝卸服務、貯存服務及出租碼頭設施和設備

投資 － 於持作買賣投資、可換股債券、可供出售投資、衍生金融工具
資產及聯營公司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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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營運部門劃分之收入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收入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部門
拋光材料及器材 42,636 57,601 (13,416) (8,806)

碼頭及物流服務 109,761 35,821 41,266 12,942

投資 – – (11,120) (38,449)

152,397 93,422 16,730 (34,313)

未分配企業費用 (1,342) (2,668)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887 457

財務成本 (18,027) (20,327)

除稅前虧損 (752) (56,851)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利息 1,790 976

保證金戶口貸款利息 669 180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承兌票據之實際利息支出 3,670 3,395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 11,870 15,745

融資租約支出 28 31

18,027 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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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 111 364
　－其他管轄地區 6,157 1,824

6,268 2,188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而計算。

於其他管轄地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地區之應課稅率而計算。

7. 本期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978 4,414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212 107
海域使用權之攤銷 468 436
已售存貨成本 44,384 53,076
銀行利息收入 (1,581) (447)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823 –
撥回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 (27,000)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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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之計算乃根據以下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藉以計算每股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018) (59,022)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103,646 3,038,562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103,646 3,038,562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乃等同於每股基本虧損。在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不考慮本公司
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及本公司的購股權，因為相關行使可能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累計減值
　－於香港上市 163,814 174,635
　－非上市 55,926 55,926
分佔收購後業績及其他全面收入 (76,877) (74,945)

142,863 15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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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61,008
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產生 39,94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00,957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61,008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9,94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949

12. 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

依照本集團之政策，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0日至180日。此外，本集團亦給予若干
擁有長期業務關係及過往還款紀錄良好之客戶較長信貸期。

包括在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按金及預付款項中之貿易應收賬款68,43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411,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7,503 34,846
31至60日 21,856 5,523
61至90日 11,733 31,598
90日以上 7,338 444

68,430 72,411
應收票據 55,002 12,903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64,093 7,407

187,525 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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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之貿易應付賬款為11,31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3,995,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213 6,757
31至60日 3,956 5,160
61至90日 2,190 929
90日以上 956 1,149

11,315 13,99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85,433 153,569

196,748 167,564

14. 港口建設費返還

港口建設費返還乃指收取中國交通局的款項。返還費的使用需待取得有關中國政府機構的批
准才可進行。

15. 股本

以每股0.01港元
之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5,00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5,084,198 50,842

　於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880,000 8,8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964,198 5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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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17.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向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注資 – 100,0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15,967 213,292

115,967 313,292

18.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值約226,116,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15,917,000港元之海域使用權及市值約3,379,000港元存於保證金戶口之上市證券，已抵押予
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63,000,000港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
26,80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市值約9,300,000港元存於保證金戶口之上市證券，已
抵押予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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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辦公室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
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851 947

第2年至第5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2,150 2,123

第5年後 11,310 11,888

14,311 14,958

20.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均為董事及以下為董事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262 225

薪金及其他福利 1,275 1,39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 66

1,561 1,688

(b)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付約2,582,000港元之加工費給一個關連人士（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2,8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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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營業額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上升85.7%

至約173,500,000港元。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碼頭及物流業務收入增加所帶動。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碼頭及物流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比較上升
206.4%至109,800,000港元。由於收購碼頭及物流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完成，相關
分部只貢獻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業績的兩個月之分部收
入。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拋光材料及器材分部之分部收入較去年
同期下跌26.0%至約42,600,000港元。拋光材料及器材分部之分部收入下跌，主要由於
中國出口工業疲弱而導致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下跌。

日照嵐山萬盛港業有限責任公司（「日照嵐山」）乃在中國山東省日照港嵐山港從事提供
碼頭物流服務，包括裝卸服務、貯存、交收鐵礦石、鋼材產品、木材及其他貨品及出租
碼頭設施和設備。於本期內，日照嵐山已貢獻了約109,800,000港元之收入，佔本集團
於本期內的總收入約72.0%。於本期內，碼頭及物流業務之分部溢利約為41,300,000港
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000,000港元）。虧損減少主要由於碼頭及物
流業務收入增加及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虧損
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貸款約184,3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500,000港元），全部借貸乃於五年內到期。董事預期所
有銀行借貸將由內部資源償還或於到期時滾存而為本集團持續提供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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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值約226,116,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15,917,000港元之海域使用權及市值約3,379,000港元存於保證金戶口之上市證券，已
抵押予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值約63,000,000港元之已抵押銀行存款、
26,80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市值約9,300,000港元存於保證金戶口之上市證
券，已抵押予銀行及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569,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27,2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以總流
動資產比較總流動負債計算）為約1.29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約1.42

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1,37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261,000,000港元）及總負債約840,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41,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負債比
較總資產計算）約為61.1%，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為58.8%。

訴訟

除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刊發之公佈外，本集團概無重大訴訟。

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結算。經營開支則以港元或人民幣計
算。本集團已設立庫務政策以監察及管理所面對之匯率變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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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度，環球宏觀經濟仍然存在不明朗因素，加上歐債危機加劇，令
消費者對各類型產品需求下降，使中國整體的進出口貿易疲弱，中國國內製造業持續不
景氣。管理層預期本集團的拋光產品之需求將會持續下跌，因此董事對拋光業務的前景
保持謹慎。本集團將繼續執行成本節約措施、集中銷售高利潤產品、擴大分銷網絡及研
發新產品，以改善此分部的利潤。

董事會預期下半年度在種種不利因素下，全球金融市場會持續低迷。本集團將持續檢討
及重組其投資組合和策略，藉以改善其財務表現。

董事會預期碼頭和港口業務會為本集團下半年度帶來穩定的收入和收益。現時興建中的
兩個新泊位將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投入營運，並為本集團帶來貢獻。然而，受進出口
貿易疲弱的影響，以及新開發的青島港董家口港區及贛榆港區的競爭，碼頭及港口業務
的增長將放緩。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致力加強及改善本集團所有業務分部，並提升本集團長期
增長之潛力。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僱用約30名員工（不包括本公司之
共同控制實體的員工）。員工之薪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其他實物利益（參照行業慣
例）及彼等之個人表現釐定。本集團亦有向僱員提供購股權計劃，而董事會可酌情向本
集團員工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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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本公司須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8分部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權益 權益百分比

楊秀嫺女士 202,250,000 – 202,250,000 3.39%
鄭國和先生 62,400,000 – 62,400,000 1.05%
陳瑞常女士 550,000 – 550,000 0.0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本中擁有須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及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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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本公司推行購股權計劃，目的在於使本公司董事可向本集團若干全職僱員﹙包括本公司
之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以嘉獎彼等對本集團所作之
貢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認股權之變動如下：

承授人姓名 行使價 行使期
於

1.1.2012 本期授出 本期行使
於

30.6.2012

港元

楊秀嫺女士 0.640 27.5.2010-26.5.2015 175,000,000 – – 175,000,000
鄭國和先生 0.640 27.5.2010-26.5.2015 1,500,000 – – 1,500,000

176,500,000 – – 176,5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授予任何董
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任何透過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實益之
權利；以上人士於年內亦無行使所述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
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各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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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
內，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及上市規則規定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
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好倉：

名稱 附註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世勤發展有限公司 1 4,860,000,000 81.49%
王力平先生 2 4,860,000,000 81.49%
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1,000,000,000 16.77%
陳暉先生 4 1,000,000,000 16.77%
富強財務有限公司 600,000,000 10.06%
富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5 600,000,000 10.06%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6 600,000,000 10.06%
吳良好先生 520,000,000 8.72%
CGI (HK) Limited 319,438,000 5.36%
CGI (Offshore) Limited 7 319,438,000 5.36%
Chinese Global Investors Group Limited 8 319,438,000 5.36%
Crown Sunny Limited 9 300,000,000 5.03%
吳佳能先生 10 300,000,000 5.03%
孔憲勇先生 299,890,000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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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權益來自本公司已發行之本金額100,2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換股價為每股轉換股份0.03

港元及1,5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2. 王力平先生擁有世勤發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本權益。因此，王力平先生被視作擁有世勤發展
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股本中股份╱相關股份之權益。王力平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獲委任
為本公司之主席及執行董事。

3. 權益來自本公司已發行之本金額3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換股價為每股轉換股份0.03

港元。

4. 陳暉先生擁有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部股本權益。因此，陳暉先生被視作擁有
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本公司股本中相關股份之權益。

5. 富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擁有富強財務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因此，富強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被視作擁有富強財務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權益。

6.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為富強財務有限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因其擁有富強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因此，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被視作擁有富強財務有限公司在
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權益。

7. CGI (Offshore) Limited擁有CGI (HK) Limited全部股本權益。因此，CGI (Offshore) Limited

被視作擁有CGI (HK) Limited在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權益。

8. Chinese Global Investors Group Limited為CGI (HK) Limited的最終控股公司，因其擁有CGI 

(Offshore) Limited全部股本權益。因此，Chinese Global Investors Group Limited被視作擁
有CGI (HK) Limited在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權益。

9. 權益來自本公司已發行之本金額6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換股價為每股轉換股份0.2港
元。

10. 吳佳能先生擁有Crown Sunny Limited全部股本權益。因此，吳佳能先生被視作擁有Crown 

Sunny Limited在本公司股本中相關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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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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的優秀企業管治是保障股東權益及提升集團表現的核心。董事會致力
維持及確保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採
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原則，及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
下文所概述的若干偏離除外。

1. 守則條文A.6.7條

由於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及吳慈飛先生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他們
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2. 守則條文B.1.2條

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並不包括就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作出檢討及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因為董事會認為執行董事更適合執行相關職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準則。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期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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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力平先生、楊秀嫺女士、陳瑞常女士及黎
嘉輝先生；非執行董事：鄭國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遠榮先生、林國興先生
及吳慈飛先生。

代表董事會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楊秀嫺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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