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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前景

財務回顧

諾基亞專賣店配送貨運分銷業務仍為本集團核心業務，而本集團已獲委任為諾基亞專賣店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獨家配送貨運分銷商。本集團期內綜合收益為331,700,000港

元，而上年同期為1,028,400,000港元。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諾基亞專賣店配送貨運分銷業務

收益減少所致。毛利為4,1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22,100,000港元有所減少。期內毛利率為

1.2%，低於上年同期之2.2%。除收益減少外，於期內，本集團已按照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將存

貨撇減7,200,000港元入賬，導致毛利下跌，亦使本集團期內錄得淨虧損10,900,000港元，而

上年同期則錄得虧損2,7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為5,300,000港元，而上年同期則為8,500,000港元。行政費用為13,700,000港

元，而上年同期則為16,100,000港元。兩者均較上年同期有所減少，並符合期內收益之下降。

珠海移動電話零售鏈附屬公司方面，期內錄得收益94,6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74,200,000港元。本集團期內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之淨虧損為200,000港元，而上年同期則

為淨收益100,000港元。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由上年同期之3,500,000港元減至700,000港元，此

乃由於其他借貸水平於本期間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達302,600,000港元或每股0.37港元，而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14,800,000港元或每股0.38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其他借貸為15,100,000港元，維持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之水平。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產比率（長期負債總額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0.36，

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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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131,500,000港元，並無任何存款質押

予銀行。本集團同時透過股本、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及其他借貸等方式籌集資金。

期內，本集團融資及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轉變。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收益大部分來自中

國，故此潛在貨幣風險僅來自人民幣。本集團之庫務政策為管理對本集團有重大財務影響

之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金額為58,4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132,400,000港元，主要為諾基亞專賣店配送貨運分銷業務及珠海零售鏈業務之存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存貨周轉期為53天，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十二個月則為34天。本集團日後將繼續實施嚴格存貨控制政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為52,1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59,900,000港元。

為將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一直審慎控制信貸限額之釐定、信貸額之

批核及其他監察程序，以確保能跟進追討過期債務。此外，諾基亞專賣店之配送貨運分銷業

務所得收益主要以現金結算，可進一步降低本集團之信貸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95名僱員，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有

224名僱員。僱員薪酬按彼等之職責性質及市場趨勢而定。本集團根據中國及香港之現行規

例向僱員提供員工福利及退休金供款。期內，薪酬政策、花紅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並無重大變

更。本集團已制訂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參與者（包括董事及僱員）授出可認購本

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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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業務回顧以及展望

移動電話分銷
於過去十年儘管諾基亞為最大移動電話製造商，但其於移動電話業之市場份額於最近數年

已大幅流向Apple Inc.及裝設安卓平台之不同手機品牌。消費者之手機應用習慣轉變，逼使

熱門手機由以移動電話為本轉變為以智能電話為本。有鑑於此，除推出熱賣以安卓為主之

智能電話，諾基亞於二零一一年決定與微軟Windows Phone合作。然而，市場對配置視窗8

系統之新諾基亞手機一直引頸以待，惟預期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前可能仍未面世。諾基亞

期內無可避免地流失其市場份額，並錄得營業額重大的倒退。

本集團自註冊成立以來一直為諾基亞手機之分銷商。因此，諾基亞之近況直接及重大地引

致本集團期內之收益下降。本集團已特別注視有關情況，並盡量降低存貨水平，以致力消減

諾基亞專賣店配送貨運分銷業務之影響及風險。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此業務分部，於必要時

採取及時適當的行動。

採礦
本集團現正於黃石之礦地發展新礦地開採系統，預期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前完成，當新開採

系統之建設完成約一半時，最快將可於二零一三年年初開始進一步開採。此外，管理層正開

拓一切可行之商機以於是項投資中取得最大回報，包括（但不限於）改善基建設施及將業務

擴展至礦石加工，惟須視乎可行性研究及可用資金而定。

前景

當今全球環境日益嚴峻，中國即使按經濟表現計屬眾多國家中最強，且擁有龐大之內銷規

模及發展空間，亦面對重重挑戰。儘管競爭激烈，惟其發展潛力依然。本集團正積極尋找機

會進一步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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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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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而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記入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劉小鷹先生 全權信託持有（附註） 188,300,013 22.92%
實益擁有人 259,996,285 31.64%

  

448,296,298 54.56%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uture 2000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受益人包括

劉小鷹先生、其配偶及其子女之全權信託持有。

上文所披露權益指本公司或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擁有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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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該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

二十六日生效並將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屆滿。計劃之主要目的為向董事會認為對本

集團整體利益曾作出或將作出屬於或可能屬於貢獻之董事、合資格僱員及其他合資格人士

給予獎勵。

根據計劃，在若干條件之限制下，本公司董事可向董事會認為對本集團整體利益曾作出或

將作出屬於或可能屬於貢獻之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董事、僱員、供應商、

代理、客戶、分銷商、業務夥伴或共同出資人、專業人士或其他顧問、諮詢人或承辦商授予

可按任何價格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惟認購價格不得少於(i)股份面值、(ii)股份於授出日

期在聯交所之收市價及(iii)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

之較高者，而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股份數目最多以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為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未行使之購股權。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前，(i)根據計劃

可能授出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不得超出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0%，及(ii)向任何

個人於十二個月期間內已授出及可授出購股權涉及之已發行及將發行股份數目，不得超出

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

購股權須於要約函件內所列之期間內予以接納，並須於接納時就授出之購股權每手支付1港

元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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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期初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終

尚未行使
港元

第I類－董事
劉小鷹先生 7.5.2007 1.29 2,000,000 – – (2,000,000) –
羅習之先生 7.5.2007 1.29 100,000 – – (100,000) –
王愚先生 7.5.2007 1.29 300,000 – – (300,000) –
馮靄業先生（已辭任） 7.5.2007 1.29 150,000 – – (150,000) –
鄭永勝先生 7.5.2007 1.29 200,000 – – (200,000) –
黃烈初先生 7.5.2007 1.29 100,000 – – (100,000) –
陳亦剛先生（已辭任） 7.5.2007 1.29 100,000 – – (100,000) –

     

董事總計 2,950,000 – – (2,950,000) –
     

第II類－僱員
僱員 7.5.2007 1.29 1,346,000 – – (1,346,000) –

     

第III類－顧問
顧問 7.5.2007 1.29 3,950,000 – – (3,950,000) –

     

所有類別總計 8,246,000 – – (8,246,000) –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授出購股權當日）前之收市價為1.2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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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參

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董事、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期內概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不

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設置之主要股東名冊列示，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獲悉下列股東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主要股東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劉小鷹先生 全權信託持有（附註1） 188,300,013 22.92%

實益擁有人 259,996,285 31.64%
  

448,296,298 54.56%
  

李偉先生 受控制實體持有（附註2） 188,300,013 22.92%

雷雨亭小姐 實益擁有人 51,000,000 6.21%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uture 2000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一全權信託持

有。該全權信託之受益人包括劉小鷹先生、其配偶及其子女。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李偉先生有權於Future 2000 Limited之股東大會上行使三分之一以上

投票權，故被視為於Future 2000 Limited擁有權益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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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及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及委員會成員之變動

期內，馮靄業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辭去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之成員。陳亦剛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辭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提名委

員會之成員。

羅振坤博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之成員。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分別採納聯交所藉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引進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從而

提高企業透明度及保障本公司股東之利益。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分別一直遵循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惟：

1. 該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能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惟劉小

鷹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銜。該守則第A.4條訂明所有董事應定

期重選連任。然而，董事會主席劉小鷹先生不必輪流退任。劉小鷹先生自本公司註冊

成立以來一直負責本公司之整體管理。因此，儘管劉小鷹先生不需輪流退任，並兼任

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兩職，惟董事會認為此安排於本集團現發展階段可配合本集

團業務策略之執行，並可將業務發揮至最大效益。然而，在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

事）之監察下，股東利益應已充分及公平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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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根據該守則第A.4.1條之規定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根

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流退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相關條文，倘董事由董事會委

任，則獲委任之董事必須於獲委任後首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推選，而除主席外，

所有董事必須輪流接受股東重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訂明審核委員會之書面權責範圍。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

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黃烈初先生及羅振坤博

士。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向股東呈報之財務及其他資料、檢討內部監控制度、風險

管理及審核程序之有效性及客觀性。審核委員會亦為董事會與本公司核數師之重要橋樑，

以處理其權責範圍以內之事項，並檢討核數師之獨立性及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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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訂明薪酬委員會之書面權責範圍。於本報告日期，薪酬委員

會之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及黃烈初先生，以及一名

執行董事劉小鷹先生。

薪酬委員會負責確保制訂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組合之程序均為正規及具有透明度。

在釐定應付予董事之酬金時，該委員會所考慮之因素包括同類公司所支付之薪酬、董事所

投放之時間及職責、本集團其他僱用條件，以及按表現釐定之薪酬是否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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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訂明提名委員會之書面權責範圍。於本報告日期，提名委員

會之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劉小鷹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王愚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鄭永勝先生、黃烈初先生及羅振坤博士。

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確保公平透明之董事會任命程序，尤其協助董事會物色合適之合

資格候選人，並推薦予董事會及股東考慮。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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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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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連同比

較數字載列如下。該等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31,709 1,028,391

銷售成本 (327,613) (1,006,278)
  

毛利 4,096 22,113

其他收入 4,415 3,310

其他收益及虧損 479 (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5,306) (8,524)

行政費用 (13,673) (16,067)

融資成本 5 (694) (3,478)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 (211) 5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894) (2,610)

所得稅支出 6 (23) (110)
  

期間虧損 7 (10,917) (2,720)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118) (2,296)

非控制性權益 (1,799) (424)
  

(10,917) (2,720)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1.1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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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10,917) (2,720)
  

其他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4,411) 8,572

  

期間全面總收入 (15,328) 5,852
  

應佔全面總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12,204) 3,522

非控制性權益 (3,124) 2,330
  

(15,328) 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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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0,756 9,861

採礦權 448,385 452,060

商譽 – –

一家聯營公司之投資 2,378 3,800

可供出售投資 69 69

會所會籍 1,261 1,263
  

462,849 467,053
  

流動資產
存貨 58,393 132,36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52,088 59,894

應收票據 – 1,476

應收關連人士之款項 3,484 3,5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475 78,370
  

245,440 275,69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106,226 105,876

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6,931 25,369

應付稅項 6,440 6,462

其他借貸 11 15,126 15,250
  

134,723 152,957
  

流動資產淨值 110,717 122,7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3,566 58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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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82,166 82,166

儲備 220,410 232,6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2,576 314,780

非控制性權益 161,579 164,703
  

464,155 479,48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9,411 110,308

  

573,566 58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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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換算儲備 法定基金 購股權儲備 累積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經審核） 82,166 392,962 2,481 59,161 30,132 4,428 (287,719) 283,611 162,695 446,306
          

期間虧損 – – – – – – (2,296) (2,296) (424) (2,720)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5,818 – – – 5,818 2,754 8,572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5,818 – – (2,296) 3,522 2,330 5,85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82,166 392,962 2,481 64,979 30,132 4,428 (290,015) 287,133 165,025 452,158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經審核） 82,166 392,962 2,481 74,408 30,132 4,323 (271,692) 314,780 164,703 479,483
          

期間虧損 – – – – – – (9,118) (9,118) (1,799) (10,917)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3,086) – – – (3,086) (1,325) (4,411)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3,086) – – (9,118) (12,204) (3,124) (15,328)
          

於購股權失效時轉撥儲備 – – – – – (4,323) 4,323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82,166 392,962 2,481 71,322 30,132 – (276,487) 302,576 161,579 46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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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2,806 60,58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2) (47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8,491) (21,4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54,113 38,61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370 45,667

匯率變動之影響 (1,008) 940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475 8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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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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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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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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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重新估值金額或公平值（視

適用情況而定）計量除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之二零一一年年報一併閱讀。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採納之新訂準則、修

訂或詮釋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一年年報所載之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準

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於期內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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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下表為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可呈報分部收益 331,709 – 331,709
   

可呈報分部虧損 (6,436) (2,399) (8,835)
   

撇銷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 – 3
折舊及攤銷 536 340 876
存貨撇減 7,203 – 7,203

可呈報分部資產 240,769 461,796 702,565
非流動資產添置 41 1,784 1,825
可呈報分部負債 (89,591) (139,806) (229,397)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331,7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8,835)
利息收入 1,659
雜項收入 835
企業支出 (3,648)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 (211)
融資成本 (694)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10,894)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702,565
未分配企業資產

－一家聯營公司之投資 2,378
－其他 3,346

 

綜合資產總值 708,28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29,397
未分配企業負債 14,737

 

綜合負債總額 24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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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可呈報分部收益 1,012,010 16,381 1,028,391
   

可呈報分部溢利 3,538 1,162 4,700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 – 2

折舊及攤銷 669 314 983

存貨撇減 6,459 – 6,459

可呈報分部資產 343,096 461,628 804,724

非流動資產添置 163 608 771

可呈報分部負債 (168,948) (137,183) (306,131)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1,028,391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溢利 4,700

利息收入 182

雜項收入 92

企業支出 (4,156)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 50

融資成本 (3,478)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2,610)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804,724

未分配企業資產

－一家聯營公司之投資 3,844

－其他 5,077
 

綜合資產總值 813,645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306,131

未分配企業負債

－承兌票據 47,614

－其他 7,742
 

綜合負債總額 361,487
 



22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

5.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有關：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646 1,644

承兌票據 – 1,818

票據貼現 48 16
  

694 3,478
  

6. 所得稅支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間撥備 – 11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 –
  

所得稅支出 23 110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

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介乎24%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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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間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91 989

匯兌虧損 – 168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491 1,484

－其他員工成本 5,640 5,7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1,187 1,261

8,318 8,544
  

及已計入：

提供物流及宣傳服務之服務收入 2,314 1,679

政府補助 – 1,165

利息收入 1,659 182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9,118) (2,29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21,663 821,663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11) (0.2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每股

攤薄虧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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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29,521 30,066

減：累計撥備 (14,083) (14,083)
  

15,438 15,983

應收增值稅 516 2,756

應收回扣款項 11,210 11,988

預付供應商款項 11,090 16,335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6,939 15,962

減：累計撥備 (3,105) (3,130)
  

52,088 59,894
  

本集團一般要求貿易客戶預付全數款項，但亦給予若干貿易客戶三十至九十日之信貸期。於呈報

期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6,953 11,412

三十一至九十日 1,760 2,438

超過九十日 6,725 2,133
  

15,438 1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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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呈報期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1,473 1,463

三十一至九十日 478 128

超過九十日 140 305
  

2,091 1,896

應付回扣款項 48,644 76,291

客戶預付款項 41,220 9,61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4,271 18,074
  

106,226 105,876
  

11. 其他借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借貸－有抵押 15,126 15,250
  

於呈報期結算日，本集團所有借貸須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

12.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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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21,663,442 8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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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
劉小鷹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劉小鷹先生、羅習之先生及王愚先生；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黃烈初先生及羅振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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