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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1,690 56,070

收入 4 37,773 35,006
銷售成本 (34,796) (32,672)

毛利 2,977 2,334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242 4,6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18) (7,085)
行政開支 (13,548) (15,181)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3,181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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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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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769 –
授予一間聯營公司墊款及資產押記的回報 – 174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2,481) (1,932)
分攤合營企業業績 80,706 43,079
財務成本 5 (2,782) (17,81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8,553 (6,909)
稅項 6 – (111)

本期溢利（虧損） 7 68,553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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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570 161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570 161

本期全面收入（支出） 69,123 (6,859)

本期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554 (7,01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 (2)

68,553 (7,020)

本期應佔全面收入（支出）：
　－本公司擁有人 69,124 (6,85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 (2)

69,123 (6,859)

每股溢利（虧損） 9

　－基本 0.59港仙 (0.14港仙）
　－攤薄 0.59港仙 (0.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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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55 4,875

可供出售投資 2,500 2,5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4,933 76,84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0 693,612 666,703

遞延稅項資產 51 51

會所債券 350 350

775,601 751,323

流動資產
存貨 17,539 18,394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34,421 79,612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 34,534 –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79 294

持作買賣投資 – 3,163

存放於金融機構的存款 120 12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9,671 12,311

506,864 1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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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37,632 39,306

應付稅項 37,303 37,303

可換股債券 – 94,41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2,000 34,900

融資租約承擔 99 393

銀行及其他貸款 8,700 11,803

115,734 218,11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91,130 (104,2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66,731 647,10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119,192 94,042

儲備 1,046,695 552,2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65,887 646,263

非控股股東權益 844 845

總權益 1,166,731 64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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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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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63 518,289

本期權益變動：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570 161

　－本期溢利（虧損） 68,554 (7,018)

本期全面收入（支出） 69,124 (6,857)

透過配售股份發行股份 354,900 –

透過行使可換股債券發行股份 95,600 23,555

450,500 23,555

於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65,887 53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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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3,392) (13,752)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5,852 (10,820)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354,900 23,85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 407,360 (71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311 9,45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19,671 8,73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9,671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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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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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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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方法與本公司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建立有關
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之披露之單一指引，並取代過往刊載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
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作出相應修改，規定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若干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並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
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披露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有少數例外情況。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公平值」之新定義，定義公平值為在資本（或在最有利）巿場中並於有
序交易下，根據計量日之當時巿況，釐定出售資產所得到或轉讓負債所付出之作價。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下，公平值是一個出售價格，不管該價格是可以直接觀察或利用其他評
估方法而預算得出。另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廣泛之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按未來適用法採用新公平值計量及披露規
定。有關公平值資料之披露載於附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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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所指之共同安排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指之合營企業之基本特
點相同。共同安排分類為合營業務或合營企業。倘本集團有權享有共同安排之資產及有義務
承擔其負債，則被視為合營者，並將確認其於共同安排產生之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權
益。倘本集團有權享有共同安排之整體淨資產，則被視為於合營企業擁有權益，並將應用權
益會計法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不准許採用比例綜合法。在透過獨立實體組織之安
排中，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均應予考慮，以釐定參與該安排之各方是否有權享有該安排之淨
資產。以往，獨立法律實體之存在為釐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指之共同控制實體是否存在
之主要因素。

本集團合營安排的形式為有限公司，當中規定本集團及各協議訂約方享有該安排項下有限公
司的淨資產值。因此，本集團的合營安排分類為本集團的合營企業。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前，本集團於其合營企業的權益已按比例綜合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1號並不允許將合營企業按比例綜合入賬，而要求按權益會計法處理。本集團已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過渡條文就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產生的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採用新政策。本集團於最早呈報期間開始時（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按先前已由本集團按比例
綜合入賬的資產及負債的總賬面值確認其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此乃本集團應用權益會計法處
理的於合營企業的權益的認定成本。

根據權益會計法，於合營企業的權益乃按成本初步確認，其後經調整以確認本集團應佔收購 

後的損益及於其他全面收入的變動。當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的虧損相等於或超出其於該合營 

企業的權益（包括任何長期權益，而該長期權益實質上構成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的投資淨額 

之一部分），則本集團不會確認進一步虧損，除非其已產生責任或代表該合營企業作出付款。

本集團與其合營企業之間的交易產生的未變現收益，按本集團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抵銷。除非
交易提供證據證明所轉讓的資產出現減值，否則未變現虧損亦被抵銷。合營企業的會計政策
已在需要時作出改變，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的政策一致。會計政策的變動已自二零一二年一
月一日起採納。有關變動對呈報期間的資產淨值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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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續）

以下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內於合營企業採用之權益會計法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呈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4,988 (680,113) 4,875

預付租賃款項－非流動 18,552 (18,552) –

預付租賃款項－流動 422 (422) –

商譽 39,949 (39,949) –

海域使用權 111,068 (111,068)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666,703 666,703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1,821 (1,821) –

存貨 22,642 (4,248) 18,394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182,343 (102,731) 79,612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 294 29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7,599 (115,288) 12,311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2,949) 93,643 (39,306)

應付稅項 (42,786) 5,483 (37,303)

融資租約承擔－流動 (18,212) 17,819 (393)

融資租約承擔－非流動 (76,414) 76,414 –

銀行及其他貸款－流動 (20,363) 8,560 (11,803)

銀行及其他貸款－非流動 (95,722) 95,722 –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之合夥人之
　同系附屬公司的款項 (74,760) 74,760 –

遞延稅項（負債）資產 (34,743) 34,79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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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續）

以下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內於合營企業採用之權益會計法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的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影響：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呈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73,461 (117,391) 56,070

收入 152,397 (117,391) 35,006

銷售成本 (93,453) 60,781 (32,672)

毛利 58,944 (56,610) 2,334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4,768 (142) 4,6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7,255) 170 (7,085)

行政開支 (22,318) 7,137 (15,181)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3,181 – 3,181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5,099 – 5,09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3,113) –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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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66)

出售部分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12,907) – (12,907)

授予一間聯營公司墊款及資產押記的回報 174 – 174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1,932) – (1,932)

分攤合營企業業績 – 43,079 43,079

財務成本 (18,027) 209 (17,818)

除稅前虧損 (752) (6,157) (6,909)

稅項 (6,268) 6,157 (111)

本期虧損 (7,020) –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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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續）

以下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內於合營企業採用之權益會計法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本集團的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影響：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呈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10,255) (3,497) (13,752)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60,995 (171,815) (10,820)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淨值 174,593 (175,312) (71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9,024 (139,572) 9,45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3,617 (314,884) 8,733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本集團已就合營企業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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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簿虧損及本集團的業績並不受此
影響。

除以上所述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報告金額及╱或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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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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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已收及應收金額、及出售持作買
賣投資之總所得款項及利息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銷拋光材料及器材 37,238 35,006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總所得款項 3,917 21,064

利息收入 535 –

41,690 5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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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資
產及聯營公司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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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經營及呈報分部劃分之收入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收入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
拋光材料及器材 37,238 35,006 (6,569) (13,505)
碼頭及物流服務 – – 79,827 34,989
投資 535 – (1,189) (11,120)

37,773 35,006 72,069 10,364

未分配企業費用 (1,976) (1,342)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 1,242 1,887
未分配財務成本 (2,782) (17,81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8,553 (6,909)

本集團按經營及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資產 負債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
拋光材料及器材 63,960 70,593 12,455 13,526
碼頭及物流服務 1,099,598 616,244 821 988
投資 116,937 177,100 77,608 50,748
未分配企業項目 1,970 1,286 24,850 152,853

1,282,465 865,223 115,734 2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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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利息
　及銀行借貸和其他貸款之利息 393 1,581

保證金貸款利息 23 66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承兌票據之實際利息支出 – 3,670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 2,343 11,870

融資租約支出 23 28

2,782 17,818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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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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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7. 本期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30 1,980

確認為支出的存貨成本 34,796 32,672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053 1,823

利息收入 (730) (1,581)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溢利（虧損）之計算乃根據以下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藉以計算每股溢利（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68,554 (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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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9. 每股溢利（虧損）（續）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42,678 5,103,646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溢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42,678 5,103,64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溢利乃等同於每股基本溢利，乃由於本公司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無尚未行使的可換股債券及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
於本期內之平均市場價格，故計算每股攤薄溢利時並無假設行使該等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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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轉換本公司尚未行使的可換股債券
及無假設行使本公司的購股權，因為相關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10.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成本減累計減值
　－非上市 536,498 536,498

分佔收購後業績及其他全面收入減已收股息 157,114 130,205

693,612 66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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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11.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其他應收賬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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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本集團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中之應收賬款
27,67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151,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560 17,945
31至60日 7,215 11,006
61至90日 8,773 3,864
90日以上 3,122 2,336

27,670 35,151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6,751 44,461

34,421 79,612

12.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本集團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之應付賬款為5,719,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53,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586 1,658
31至60日 1,236 3,585
61至90日 598 1,980
90日以上 2,299 1,330

5,719 8,55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1,913 30,753

37,632 3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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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

14. 股本

每股0.01港元
之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00,000 150,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增加 25,000,000 250,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5,084,198 50,842

　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4,320,000 43,20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404,198 94,042

　配售股份時發行股份 1,000,000 10,000

　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1,515,000 15,15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1,919,198 119,192

15.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市值約3,200,000港元存於保證金戶口之上市證券，已
抵押予金融機構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信貸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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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16.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已就分租租賃物業之未來最低租金款項而與租賃者訂立之合約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1,089 1,519

第2年至第5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 330

1,089 1,849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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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895 152

17.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已訂約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產生但未於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內撥備之資本開支承擔約為80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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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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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421 262

薪金及其他福利 1,630 1,27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2 24

2,093 1,561

(b) 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加工費予一位董事擁有實益權益之關連公司 2,321 2,582

銷售抛光材料予一間合營企業 1,141 2,188

自一間合營企業購買抛光材料 73 72

已收一間合營企業之股息 53,797 –

(c) 於期末與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之未償還結餘乃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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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19.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釐定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之資料（特別是所使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數據），及公平值計量根據有關之
輸入數據之可觀測程度所劃分之公平值級別水平（1至3級）之資料。

－ 第1級公平值計量指以在活躍巿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之報價（未經調整）進行之計
量；

－ 第2級公平值計量指按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觀察（即價格）或間接觀察（即基於價格計
算）所得數據（第1級之報價除外）進行之計量；及

－ 第3級公平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巿場資料之有關資產或負債的數據（不可
觀察之數據）之估值方法進行之計量。

金融資產

於下列日期之公平值

公平值
級別 估值技巧及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
不可觀察之
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之
輸入數據
與公平值之
關係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 2,500 2,500 第2級 折現現金流

末來現金流根據若干假設估計
得出。

不適用 不適用

指定為按公平值
透過損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
之可換股債券

34,534 無 第3級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用於釐定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主要輸
入數據包括到期日、股息率、
無風險利率、發行人的信貸風
險率、於估值日期之現貨價、
行使價及股價預期波幅。

公司特定折現
率（「折現率」）

折現率越高，
公平值越低

本公司董事認為，已記錄的可供出售投資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期內，公平值級別之不同級別間並無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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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業務回顧及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營業額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下跌25.6%

至約41,700,000港元。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投資分部營業額減少所致。截至二零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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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6.4%至
37,200,000港元。拋光材料及器材之分部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中國銷售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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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鐵礦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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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及物流服務分部溢利約為79,800,000港元。於本期
內，拋光材料及器材及投資之分部虧損分別約為6,600,000港元及1,2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68,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溢利主要由於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增加，以及財務成本及出售部
分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減少所致。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增加，主要由於日照嵐山擁有合共
140,000噸能力的兩個新泊位自二零一二年十月起投入運作，而使其溢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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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貸款約8,7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00,000港元），全部借貸乃於一年內到期。董事預期所有
銀行借貸及其他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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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506,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3,9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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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約0.52

倍。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1,282,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865,200,000港元）及總負債約115,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18,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負債比較
總資產計算）為9.0%，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為25.2%。

訴訟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之公佈所披露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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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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展望

管理層對拋光材料及器材業務的前景持謹慎態度。本集團將繼續推行節約成本的措施，
集中銷售高利潤的產品，擴大其分銷網絡及開發新產品以提高該分部的盈利能力。

本集團亦將繼續評估和調整其投資組合和策略，以改善投資分部的表現。

預計二零一三年下半年碼頭和物流服務將會繼續穩健運作。我們將視行業及周邊其他港
口的市場形勢以合理的步伐完善碼頭設施設備配套，提高自二零一二年年底投產的兩個
7萬噸泊位利用效率，以保持傳統區位及客戶優勢並保證此分部的利潤穩定增長。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盡最大努力加強和改善本集團的所有業務分部，並加強本
集團的長期增長潛力。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40名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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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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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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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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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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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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好倉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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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平先生 366,000,000 2,860,000,000 3,226,000,000 (L) 27.07%

2,860,000,000 (S) 23.99%

陳瑞常女士 550,000 – 550,000 (L) 0.00%

楊秀嫺女士 202,250,000 – 202,250,000 (L) 1.70%

鄭國和先生 8,000,000 – 8,000,000 (L) 0.07%

L/S: 好倉╱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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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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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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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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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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3 於30.6.2013

港元

鄭國和先生 0.640 27.5.2010-26.5.2015 1,500,000 1,500,000

楊秀嫺女士 0.640 27.5.2010-26.5.2015 175,000,000 175,000,000

其他員工 0.640 27.5.2010-26.5.2015 1,500,000 1,500,000

178,000,000 178,0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授予任何本公
司各董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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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令本公司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
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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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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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好倉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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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000,000 (L) 23.99%

2,860,000,000 (S) 23.99%

王力平先生 1 3,226,000,000 (L) 27.07%

2,860,000,000 (S) 23.99%

陳建新先生 2 2,860,000,000 (L) 23.99%

Yardley Finance Limited 2 2,860,000,000 (L) 23.99%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720,000,000 (L) 14.43%

陳暉先生 3 1,200,000,000 (L) 10.07%

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1,200,000,000 (L) 10.07%

許育峰先生 800,000,000 (L) 6.71%

L/S：好倉╱淡倉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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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之權益。

2 陳建新先生擁有Yardley Finance Limited的全部股本權益。因此，陳建新先生被視作擁有
Yardley Finance Limited在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3 陳暉先生擁有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全部股本權益。因此，陳暉先生被視作擁有
Profit Win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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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記錄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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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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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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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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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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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公司之若干獨立非執行董事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他們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
零一三年六月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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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守則條文E.1.2條

由於董事會主席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他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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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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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定之標準。

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衍業先生自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起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及
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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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何衍業先
生、林國興先生及吳慈飛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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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業績報告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執行董事：王力平先生、楊秀嫺女士、陳瑞常女士、
黎嘉輝先生、王亮先生及石翀先生；(2)非執行董事：鄭國和先生；及(3)獨立非執行董
事：林國興先生、吳慈飛先生、何衍業先生及余擎天先生。

代表董事會
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力平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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