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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

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2,997 61,477

銷貨成本 (38,100) (33,800)

毛利 24,897 27,677

其他收入 2,359 2,826

分銷及銷售費用 (25,822) (11,649)

行政開支 (11,625) (8,901)

經營（虧損）溢利 (10,191) 9,95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425) －

融資成本 (5,342) (4,613)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21,958) 5,340

所得稅開支 5 (220) (1,233)

本期間（虧損）溢利 (22,178) 4,107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2,178) 4,107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6 (1.57) 0.29



2

2006-2007 中 期 報 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6,779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645 172,325
預付租賃賬款 9,762 9,747
無形資產 582 736
商譽 114,493 114,49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0,300 116,72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及無形資產之按金 460 3,040

遞延稅項資產 4,319 4,240

447,340 421,306

流動資產
存貨 22,289 21,34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 88,076 96,45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8,681 37,8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28,107 57,796

177,153 213,41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 37,999 33,929
應付稅款 － 251
銀行貸款 72,906 71,567

110,905 105,747

流動資產淨值 66,248 107,67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13,588 528,9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70,572 70,572
儲備 355,331 374,266

權益總額 425,903 444,83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7,685 84,139

513,588 52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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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股份 特別 法定 匯兌 累計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

　四月一日 70,572 497,831 92,926 1,812 － (39,206) 623,935

期內溢利 － － － － － 4,107 4,107

兌換直接於權益確

　認之境外業務所

　產生之匯兌差異 － － － － 2,630 － 2,630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70,572 497,831 92,926 1,812 2,630 (35,099) 630,672

於二零零六年

　四月一日 70,572 497,831 92,926 2,116 3,589 (222,196) 444,838
期內虧損 － － － － － (22,178) (22,178)

兌換直接於權益確

　認之境外業務所

　產生之匯兌差異 － － － － 3,243 － 3,243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70,572 497,831 92,926 2,116 6,832 (244,374) 42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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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4,642 (29,743)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6,225) (55,253)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970 (13,3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29,613) (98,31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796 278,243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 (76) －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07 179,9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8,107 17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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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依循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採納下列會計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分別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一日、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去會計期間之業績的編製及呈列方式，

並沒有重大影響。因此，本公司無須對過往期間之業績進行調整。

於本中期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尚未生效，

而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預期將來

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構成重大影

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藥物產品並持有投資物業。

因此，並無呈列地區分析資料。由於從物業投資分部所得收益及有關資產分

別佔本集團總收益及資產總值均不足10%，因此並無呈列業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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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27 7,859

無形資產攤銷 169 346

預付租賃賬款 165 15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6,938 5,25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利息收入 (1,295) －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之業務於期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

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期間開支為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中國附屬公司自其首

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可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獲寬免

50%中國所得稅。因此，中國所得稅已計及該等稅項豁免及寬減後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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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股東

應佔（虧損）溢利 (22,178) 4,107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股數 1,411,440,590 1,411,440,590

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66,566 71,945

其他應收賬款 21,185 24,189

預付租賃賬款 325 319

88,076 9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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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客戶主要按信貸期付款。除若干具規模之客戶外，一般須自發票發出後之90

日至180日內支付賬款。於各報告日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撥備後）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50,720 51,299

91至180日 11,956 14,812

181至365日 3,890 5,834

66,566 71,945

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23,598 15,418

其他應付賬款 14,401 18,511

37,999 3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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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於各報告日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1,993 8,603

91至180日 3,777 3,112

181至365日 1,627 1,282

超過365日 6,201 2,421

23,598 15,418

9. 股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500,000 500,000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1,411,440,590 7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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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1,146 1,15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 12

1,158 1,16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利息收入 1,295 －

11.或然負債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一間聯營公司獲授信貸融資擔保 16,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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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

零港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營業額約為62,997,000港元，比去年

同期的約為61,477,000港元增長2%。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為22,178,000港元。

回顧期內六個月的市場競爭仍然劇烈，銷售價格持續下滑，再加上原材料價格的

攀升，大大影響集團的生產成本及銷售毛利。期內集團繼續加強企業經營運作的

監控管理、內部資源的整合、主營業務市場的拓展，令銷售量及營業額持續增長。

銷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約19%，但由於銷售單價的下跌令整體的銷售金額只能上

升約2%。加上原材料成本的上漲，產品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45%降至本期的約

40%。

期內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加約14,173,000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約122%，分銷及銷售

費用的大幅增長，主要為期內加大銷售力度、市場開發及營銷終端的增加所致。

但在管理層嚴格監管下，預期下半年銷售費用的增長幅度將會放緩。此外，由於

整合銷售及管理模式而支付額外費用，員工成本因此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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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續）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月收購的聯營公司，其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商住樓盤仍處於

建築期階段。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其累計預售款項約為285,000,000人民

幣。期內多項針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措施相繼出台，減慢國內房地產投資的增

長速度，引致置業及投資人士多抱觀望態度，令該樓盤的銷售進度略為減慢。期

內集團為聯營公司攤佔虧損約6,425,000港元，大部份為日常經營開支例如管理費

用、樓盤銷售費用及利息支出等。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37,331,000人民幣收購位於中國北京之投資物業。所收購之寫

字樓物業建築面積約為1,900平方米。除少於3%的面積作為自用外，其餘已出租。

期內國家對醫院用藥採購管理、藥品價格及藥品採購進行完善整理，令醫療體制

改革的實施加快及增加市場的集中度及透明度。對集團而言，由於已在中國拓展

多個重點銷售網絡及建立良好品牌，行業的改革及整合的加快，將直接促進輸液

行業的健康發展，待行業整合期過後，憑藉集團對此行業的豐富經驗、生產規模，

加上嚴謹的生產管理，期望集團能受惠於經營環境的改善。

此外，由集團聯營公司所開發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商住樓盤將於二零零七年竣工，

預期可為集團帶來合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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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624,49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634,724,000港元），分別由流動負債110,90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105,747,000港元），長期負債87,68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84,139,000港元）及股東資金425,90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44,838,000

港元）組成。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約為1.60（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2.02），而負債比率（即總借貸除以股東資金）約為37.71%（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35.0%）。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總額以人民幣折算，

按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合共約54,821,000港元（二零零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6,613,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本集團獲授

銀行信貸之擔保。

除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獲授信貸融資而向銀行作出約16,380,000港元之擔保外，於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負債及商業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價，而該等貨幣

於期內均相對保持穩定。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風險，故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

工具作對沖用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870名僱員。薪酬待遇

一般參照市場狀況及個人表現而釐定。本集團除向員工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及法定

退休福利外，亦提供醫療福利及資助僱員參與各種培訓及持續進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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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之權益

除於主要股東之權益中披露有關Zhang Cheng女士（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及其聯

繫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權益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

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概無

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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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或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四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對本集團或聯

屬公司之任何董事、僱員（全職或兼職）、顧問、客戶、供應商、代理、夥伴或專

業顧問所作之重大貢獻予以肯定，並給予獎勵。該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

日屆滿。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就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中之證券權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其控股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

使本公司之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

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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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主要股

東名冊所載，本公司獲以下股東知會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

益。

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之長倉

佔本公司已
持有之已發行 發行股本之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吳用先生（附註1）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852,000,000 60.36%

Zhang Cheng女士（附註1） 配偶權益 852,000,000 60.36%

Guardwell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420,000,000 29.75%

Eagle Asia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232,000,000 16.44%

Eagle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200,000,000 14.17%

王勁松女士（附註2）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囱建企業有限公司（附註2）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附註2）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深圳市海王健康連鎖店有限公司（附註2）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海王健康連鎖藥店（香港）有限公司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附註2）

Advance Year Company Inc. （附註2）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Landstar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29,380,827 9.17%

興業銀行深圳八卦嶺支行（「興業銀行」）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29,380,827 9.17%

　（附註3）

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附註4） 信託人 100,000,000 7.08%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由受控制公司持有 100,000,000 7.08%

　香港分公司（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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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1. 吳用先生實益擁有和控制Guardwell Investments Limited（「Guardwell」）、Eagle Asia Investments Limited

（「Eagle Asia」）及Eagle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Eagle China」）。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Zhang

Cheng女士為吳用先生之配偶。因此，吳用先生及Zhang Cheng女士被視為透過Guardwell、Eagle

Asia及Eagle China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2. 王勁松女士（「王女士」）實益擁有於囱建企業有限公司（「AEL」）中85%之權益。AEL實益擁有於

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SNGCL」）中41.93%之權益。SNGCL實益擁有於深圳市海王健康連

鎖店有限公司（「SNHDCL」）中86%之權益。SNHDCL實益擁有於海王健康連鎖藥店（香港）有限

公司（「HKNHDL」）中之100%權益。HKNHDL實益擁有於Advance Year Company Inc.（「AYCI」）中

之100%權益。AYCI實益擁有於Landstar Investments Limited（「LIL」）中之100%權益，而LIL則擁有

本公司129,380,827股普通股。

因此，王女士、AEL、SNGCL、SNHDCL、HKNHDL及AYCI被視為擁有LIL所持有之9.17%股份權益。

3. 由於LIL已將其股份抵押予興業銀行，故此興業銀行被視為於129,380,82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遵循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之指示而行事，中

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被視為於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所持有之股份中

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因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

條文作出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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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作出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及第13.22條之披露規定，就提供予聯屬公司之財務資助及

擔保載入下列披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提供予聯屬公司財務資

助及擔保合共約55,061,000港元，超逾本公司資產總值之8%。該等財務資助及擔保

之進一步詳情，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之公佈內披露。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該等聯屬公司之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列示如下：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1,435

流動資產 1,020,457

流動負債 (356,149)

流動資產淨額 664,30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65,743

股本及儲備 367,666

非流動負債 298,077

權益總額 665,743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該等聯屬公司之綜合應佔權益為110,3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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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本期間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之規定，惟以下除外：

(i) 董事會主席未能親身出席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惟已授權

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代表其擔任會議主席；

(ii)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特定任期，惟彼等須按照本公司細則規定每

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和重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全部董事確認，於截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彼等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

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Zhang Cheng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