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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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玖 源 生 態 農 業 科 技（集 團）有 限 公 司

Ko Yo Ecological Agrotech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7）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3,400,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42,80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減少至約人民幣2.6億元，較去年同

期下降約16.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47分。

董事不建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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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玖源生態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經營業績連

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59,727 311,270

銷售成本 (250,415) (274,413)

毛利 9,312 36,857

利息收入 954 739

分銷成本 (13,068) (10,399)

行政費用 (23,979) (20,393)

其他收入 961 11,088

經營（虧損）／溢利 4 (25,820) 17,892

財務成本 (7,566) (6,910)

除稅前（虧損）／溢利 (33,386) 10,982

稅項 5 (11) (1,588)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33,397) 9,39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6 (0.47) 0.14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6 (0.46) 0.14

已宣佈之每股股息（港仙） 7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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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22,313 1,069,949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11 2,606 2,586

　勘探及評估資產 332,613 332,613

　商譽 8,900 8,900

　土地使用權 89,613 90,128

1,556,045 1,504,176

流動資產

　存貨 61,682 100,26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70,365 134,490

　預付所得款項淨額 — 6,117

　抵押銀行存款 117,032 83,325

　現金及銀行存款 221,967 144,498

571,046 468,69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01,906 220,020

　短期借貸，有抵押 10 331,900 252,030

　長期借貸之即期部分，有抵押 10 115,837 128,141

749,643 600,191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78,597) (131,498)

總資產加流動資產／（負債） 1,377,448 1,37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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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方式：

　股本 136,100 136,082

　儲備其他 742,409 775,721

　股東資金 　878,509 911,80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有抵押 10 369,639 331,575

　衍生金融負債 41,029 41,029

　遞延補貼收入 7,404 7,40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 80,867 80,867

498,939 460,875

1,377,448 1,372,678



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淨現金 74,394 91,631

已付利息 (7,566) (6,910)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 66,828 84,721

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支付之款項 (62,340) (215,775)

　已收利息 954 739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出 (61,386) (215,036)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淨流入／（流出） 5,442 (130,315)

融資活動

　有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33,707) (24,047)

　發行普通股 103 66,580

　應付新造貸款 270,427 488,168

　償還銀行貸款 (164,796) (148,000)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 72,027 382,7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77,469 252,386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4,498 44,902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967 29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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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企業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儲備基金 拓展基金 留存利潤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4,642 472,497 (22,041 ) 23,644 1,131 252,534 852,407

發行新股份 11,440 55,140 66,580

認股權證股份之公平值* — — — 42,944 — — 42,944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淨溢利 — — — — — 9,394 9,39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36,082 527,637 (22,041 ) 66,588 1,131 261,928 971,325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6,082 527,637 (22,041 ) 24,198 1,131 244,796 911,803

發行新股份 18 85 103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淨虧損 — — — — — (33,397 ) (33,397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36,100 527,722 (22,041 ) 24,198 1,131 211,399 878,509

* 詳情載於權益披露C一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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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從事生產和銷售化學製品和化學肥料。

本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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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標準」）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第16章之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

者保持一致。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為計量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投資物業及金融投資除

外。所有集團內之公司間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時對銷。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178,597,000元。本公司董事已適當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

並就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採納持續經營基準，且本公司持有足夠銀行存款及其將

與銀行就尚未償還銀行貸款續期成功磋商為準。

本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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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該六個月期間，在扣除退貨、折扣及增值稅（倘適用）後，就所出售之化學製品及化學肥料而已收及應收之

款項淨額。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營業額包括下列製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BB肥及複合肥 62,934 24.2% 96,107 30.9%

碳酸鈉 44,102 17.0% 36,761 11.8%

氯化銨 24,137 9.3% 25,049 8.0%

尿素 101,284 39.0% 132,667 42.6%

氨 7,429 2.9% 3,597 1.2%

碳酸氫銨 9,439 3.6% 8,577 2.8%

其他（附註） 10,402 4.0% 8,512 2.7%

259,727 100% 311,270 100%

附註：其他包括尿素、磷酸氫二銨、水溶性高之沖施肥及碳酸鈉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5,281 15,208

　－退休計劃供款 3,264 3,197

存貨成本 250,415 274,413

應收呆賬撥備 131 538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762 524

樓宇之經營租賃 560 712

折舊及攤銷費用 9,728 9,148

核數師酬金 843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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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本集團並無就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提撥準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產生自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

成都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化工」）、成都玖源複合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複合肥」）及達州玖源化工有限公司

（「達州玖源化工」）於中國西部地區成立為外商投資企業。該等公司須按西部地區開發優惠稅務政策繳納15%之企業所

得稅（「企業所得稅」）。二零一零年之本地企業所得稅已獲豁免。

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成都玖源複合肥作出之即期所得稅撥備約為人民幣11,000元。

達州玖源化工有權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內豁免繳納全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內享受50%的減稅。二零一零年

為達州玖源化工第五個獲利年度，適用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為7.5%。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達州玖源化工並無計提即期所得稅撥備。

成都玖源化工、青島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及四川玖源農資化工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即期

所得稅撥備。

自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內扣除之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31 1,669

遞延所得稅（附註11） (20 ) (81 )

11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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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33,397 ) 9,39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044,935,912 6,620,643,094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具攤薄潛力股份之影響 169,782,890 19,165,52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214,718,802 6,639,808,615

7.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個月之任何股息。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26,278 24,094

預付款項、進貨按金及其他按金 56,828 88,250

應收票據 5,231 3,165

其他應收款項 82,028 18,981

170,365 13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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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之信貸期為零至三個月。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三個月 25,779 23,491

　超過三個月惟不超過一年 502 603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0 2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134 255

　超過三年 5,020 4,769

31,435 29,120

減：應收呆賬撥備 (5,157 ) (5,026 )

26,278 24,094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47,524 97,405

應付票據 217,430 22,000

客戶預付款項 11,226 72,86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726 27,750

301,906 2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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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一年 26,389 95,033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20,578 2,262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244 110

　超過三年 313 —

47,524 97,405

10.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借貸，有抵押 331,900 252,030

應付長期借貸：

　少於一年 115,837 128,141

　一至兩年 183,892 70,000

　兩至五年 177,176 83,162

　五年以上 8,571 178,413

485,476 459,716

一年以內，並計入流動負債 (115,837 ) (128,141 )

369,639 331,57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一般由本集團之若干固定資產及抵押現金存款作抵押。該等借貸以年利率

4.78厘至6.37厘（二零零九年：5.54厘至8.22厘）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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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遞延所得稅

於二零零九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對沖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 公司間銷售的

資產減值 補貼收入 未變現溢利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4 1,199 633 2,586

計入收益表 20 — — 2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774 1,199 633 2,606

遞延所得稅負債：

評估及勘探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867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80,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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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26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

約人民幣311,000,000元，下降約16.6%。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3,40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

人民幣9,400,000元溢利），較去年下跌約人民幣42,800,000元，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47分（二

零零九年：基本盈利約人民幣0.14分）。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總銷售量（不包括貿易部份）達207,000噸（二零零九年：234,000噸），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11.5%。

就回顧期間而言，本集團之邊際毛利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1.8%至3.6%，主要是由於產品售價下跌

及原材料成本上漲所致。銷售成本約達人民幣25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8.7 %。分銷成

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5.7%，而行政開支則上升約17.6%。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生產和分銷的產品包括BB肥、複合肥、碳酸

鈉、尿素、氯化銨、碳酸氫銨和液氨。

於業務回顧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約達人民幣2.6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6.6%，除貿易外之銷售

總量達約207,0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11.5%。本集團的股東應佔虧損約達人民幣33,400,000元。

每股基本虧損約達人民幣0.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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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於上半年本集團營業額及利潤未能達到預期的主要原因是：一、今年國內連續遭遇北方嚴寒、

西南乾旱、南方暴雨等惡劣天氣影響，部分地區貽誤農時，推遲春耕和施肥期，肥料需求稅減，

而本集團的肥料銷售目標市場很大部分處於受災區域，因此化肥的銷售沒有達到預期增長；二、

肥料市場供需失調、需求整體疲軟，價格持續下滑，年初以來，國內多數地區尿素價格累計降

幅都在10%以上；三、原材料價格上漲，國家發改委自第二季度公佈水、電、油、天然氣價格上

漲政策，使公司生產成本進一步上升，影響了整體收益。四、生產裝置受天然氣供應不足影響，

未能達到滿負荷生產，使集團尿素產量與同期相比減產約達20%。受上述因素影響，本集團乃至

全行業均面臨虧損威脅，但是隨著經濟的持續復蘇，農業將保持對化肥、農藥等農用化工品的

剛性需求，因此公司管理層預期，化肥行業未來將整體向好，肥料價格受到有力支撐。

鑒於本集團於業務回顧期間的業績，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

基於上述不利因素，公司部署以下措施予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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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在市場方面：一、立足於重點市場的優質客戶，借助其良好的資金及倉儲條件增加化肥的淡季

儲備量；二、以大客戶為支撐，透過客戶的網絡和渠道，在合理運距範圍內，擴大產品分銷量；

三、為配合國家服務三農的惠農政策，通過與地方支農機構共同參與「測土配方」、「萬村千鄉」

和「雙百工程」等一系列活動，與地方政府有關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提高政府採購量；四、

發揮農資公司的全流通效益，根據市場價格趨勢，靈活調整銷售策略，可通過貼牌生產和增加

化肥產品貿易量進一步提高公司的整體收益。五、以公司達州新工廠投產為契機，重點將「湖光」

牌尿素打造成行業第一產品品牌。

成本及費用控制方面：一、做好生產原料供應和裝置的維護工作，保障裝置安全、平穩、長週

期、滿負荷、高效益運行；二、全面控制各項成本和管理費用支出，包括採購、庫存等。

管理提升方面：一、於公司內部樹立克服困難的信心的同時，堅持加強對員工的管理制度、專

職技能培訓及後備人才的儲備，以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執行力和工作效率，並為公司未來發展提

供新生力量；二、對達州新工廠實施精細化管理，成立專門的企業管理建制領導小組，分別對

項目試車試產及未來生產經營的管理秩序進行科學調整，以追求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體系為最

終目標；三、不斷鞏固和完善公司的質量管理體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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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六月，公司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現場複審獲順利通過，該項複審由中國質量認證中

心實施，三年一次。該項審核肯定了公司長期以來在質量管理體系運行的成效，充分說明在激

烈的市場競爭中，成本和質量始終被奉為公司經營之根本。

前景

達州新工廠已出產品　預期將為本公司帶來正面貢獻

基於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幾年來對項目前期工作的不懈努力，2010年8月14日，本集團位於達

州市天然氣能源化工園區的年產能分別為400,000噸合成氨及450,000噸尿素的新工廠項目（「達州

項目」），已生產出合成氨及尿素產品。

為配合達州項目的投產，本集團已提前做好有關原料採購、生產組織及市場銷售方面的配套部

署工作。管理層預期，基於達州項目裝置於下半年的穩定運行，則新工廠將可於年內實現達產

率100%，並為公司帶來正面貢獻。

同時基於上述條件，公司將有計劃啟動 「年產30萬噸尿素及4萬噸三聚氰胺項目」（「二期項目」），

以充分發揮達州項目裝置的生產效率，平衡其富餘的液氨，合理配置合成氨及尿素產品的生產，

以降低產品成本；同時，由於三聚氰胺是尿素的下游產品，不但能提升產品附加值、延伸產品

鏈，還能進一步優化產品結構，實現公司產品的多元化。目前，公司已完成二期項目年產30萬

噸尿素項目的立項工作，並已從四川省發改委獲得該項目的核准批復，同時年產4萬噸三聚氰胺

項目的前期工作亦已開展，經前期調研和考察，公司擬計劃從國外引進一套三聚氰胺裝置，該

裝置具備技術先進、能耗低、產品質量高等優勢。通過二期項目對達州新工廠的擴能和技改，

預期達州新工廠的最終裝置年產能將達到合成氨500,000噸，尿素800,000噸，三聚氰胺40,0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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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達州新工廠已出產品　預期將為本公司帶來正面貢獻（續）

董事預期，達州項目的建成投產將成為公司利潤增長的最大亮點，同時亦推動公司規模壯大及

競爭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的增強，使公司未來發展進入穩定的高增長期。

磷礦採礦權已通過審批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承源化工有限公司（四川承源）位於四川省棉竹市清平鄉的磷礦，已通

過中國國土資源部審批。

該項磷礦採礦權的審批通過，使本集團成功獲得新的戰略性資源儲備，並為公司未來產業鏈上

下游拓展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化肥行業將進一步整合 肥料價格後期將支撐上漲

隨著國家對環境保護的加強及對高耗能產業的限制，一部分規模小、能耗高的尿素企業將被淘

汰，產業結構的調整，將使化肥行業保持良性的、長期穩定運行。

由於全球糧食的緊缺，各國家對糧食的保護政策，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化肥的剛性需求仍將

呈一個遞增趨勢。目前，隨著全球經濟的恢復，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尿素價格已企穩並逐步回

升。來自中國化肥信息網的數據顯示，8月第二周，國際尿素價格出現自2008年以來單周最大漲

幅，尿素波羅的海FOB從245美元／噸漲至275美元／噸，國內尿素市場批發價也隨之上漲，每

噸尿素平均上漲50元。綜上所述，化肥產品價格將受到有力支撐並上漲。

本集團將繼續堅持靈活決策、成本領先的經營策略，樹立信心，不斷調整和挖掘內部潛力，努

力搞好生產，實現未來業務目標，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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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178,597,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221,967,000元、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117,032,000元、存貨約人民幣 61,682,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幣

170,365,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包括短期貸款約人民幣331,900,000元、長

期貨款之即期部分約人民幣115,837,000元及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人民幣301,906,000

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50,000,000元尚未支付資本承擔額。

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221,967,000元及備用銀行信貸約

人民幣15,000,000元。本公司擬透過現有銀行結餘及備用銀行信貸，為本集團將來業務、資本支

出及其他資本需要提供資金。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為142%及

116%。資本負債比率乃根據截至相關結算日負債總額除以總權益而計算。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出售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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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主要在中國進行，並均屬相同行業。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分類資料。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詳情

除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刊發之年報所載位於中國四川達州之最終年產能500,000噸合成氨及

800,000噸尿素之第二期新尿素工廠以及於本公告提及的40,000噸三聚氰胺項目外，董事暫無任

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073名（二零零九年：2,096名）僱員，其中包括6名（二零

零九年：6名）管理層僱員、103名（二零零九年：104名）財務及行政部僱員、1,883名（二零零九

年：1,885名）生產部僱員、77名（二零零九年：92名）銷售及市場推廣部僱員及4名（二零零九年：

9名）研究及開發部僱員。2,067名（二零零九年：2,090名）僱員在中國受聘，6名（二零零九年：6

名）僱員在香港受聘。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總賬面淨值約人民幣 182,567,000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

107,062,000元）之若干土地使用權及建築物，總賬面淨值約人民幣453,646,000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 157,990,000元）之廠房及機器，及約人民幣 117,032,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83,383,000元）之銀行存款已予質押作為本集團所獲之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之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貸款之若干部分以外幣（主要為美元）為單位，故本集團面對外匯風險。管理層會監察外匯

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主要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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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零四月七日二十八日經股東特

別大會作出修訂（「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終止。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採購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現有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

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一節，而計劃之修訂詳情載於二零

零四年七月十二日之本公司通函內。現有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之本

公司通函內。

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授出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披露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持有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持有 購股權A 購股權B 購股權C 購股權D 購股權E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董事

李洧若 2,100 4,400 — — 6,500 — — 2,100 — 4,400

袁柏 2,000 4,000 — — 6,000 — — 2,000 — 4,000

池川 21,000 2,000 — — 23,000 21,000 — — — 2,000

文歐 19,000 4,000 — — 23,000 19,000 — — — 4,000

李聖堤 21,000 4,000 — — 25,000 21,000 — — — 4,000

胡小平 2,000 — — — 2,000 2,000 — — — —

胡志和 2,000 — — — 2,000 2,000 — — — —

錢來忠 2,100 — — — 2,100 — — 2,100 — —

僱員 129,000 38,500 (1,000 ) — 166,500 57,000 42,000 — 29,000 38,500

總計 200,200 56,900 (1,000 ) — 256,100 122,000 42,000 6,200 29,000 56,900

* 購股權A：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24港

元。

購股權B：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50港元。

購股權C：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50港元。

購股權D：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九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16港元。

購股權E：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23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1,000,000份購股權D已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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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該項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而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記錄於該條所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或(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現表列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個人股份 個人購股權 股份及

之好倉 之好倉 相關股份 於已發行

董事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之好倉總計 股本之權益

李洧若 2,924,440,000 6,500,000 2,930,940,000 41.60%

袁柏 366,464,000 6,000,000 372,464,000 5.29%

池川 62,640,000 23,000,000 85,640,000 1.22%

文歐 31,320,000 23,000,000 54,320,000 0.77%

李聖堤 — 25,000,000 25,000,000 0.35%

胡小平 — 2,000,000 2,000,000 0.03%

胡志和 — 2,000,000 2,000,000 0.03%

錢來忠 — 2,100,000 2,100,0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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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續）

(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權益

無投票權

董事 公司名稱 遞延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性質 概約持股權益

李洧若 玖源發展有限公司 2,10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玖源香港」）

　（附註）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附註：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i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淡倉

無投票權 有關類別

董事 公司名稱 遞延股份數目身份 權益性質 概約持股權益

李洧若 玖源香港 2,10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股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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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b) 主要股東在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概無人士（並非本公司董

事或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之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或間接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

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c) 其他持有本公司權益之人士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下列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或

間接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5%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之權益

國際金融公司* 實益擁有人 650,000,000 9.2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

登記冊所記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 國際金融公司亦持有500,000,000股認股權證股份，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計五年期間內，每股認股權

證股份可以每股0.156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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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

本公司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標準守則，其條款不

低於交易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就全體董事作特別諮詢，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並無遵守交

易規定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設立，並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以書面形

式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察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

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小平

先生、胡志和先生及錢來忠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跟本集團管理層審核本公司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並商討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之事項，包括已審閱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依據已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守則建立。本

公司已採取適當行動遵守守則，且本集團已遵守守則內呈列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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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李洧若

主席

中國，成都，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洧若先生、袁柏先生、池川女士、文歐女士及李聖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小平先生、胡

志和先生及錢來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