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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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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24,036 17,154

銷售成本 (19,552) (11,736)  

毛利 4,484 5,418

其他收入 1,018 1,718

分銷成本及一般經營開支 (41,256) (80,734)

商譽減值 (9,625) (4,867)

其他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4,000) 10,000

財務費用 (996) (1,17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50,375) (69,637)

所得稅抵免 6 329 1,21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50,046) (68,427)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7.2 – 9,282  

本期間虧損 (50,046) (59,14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450 100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轉撥換算儲備至損益 – (5,41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450 (5,31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9,596) (64,460)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8,663) (55,937)

非控股權益 (1,383) (3,208)  

(50,046) (5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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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8,213) (61,252)

非控股權益 (1,383) (3,208)  

(49,596) (64,460)
  

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計算之 

每股（虧損）╱盈利 8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虧損－基本 (0.50)港仙 (0.67)港仙

  

每股虧損－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虧損－基本 (0.50)港仙 (0.79)港仙

  

每股虧損－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盈利－基本 不適用 0.12港仙

  

每股盈利－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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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6,715 50,546
商譽 16,795 26,420
無形資產 29,599 32,733
預付款及按金 32,368 20,605
其他金融資產 11 20,000 24,000  

145,477 154,304  

流動資產
存貨 12 44,237 37,853
應收貿易款項 13 8,695 15,359
應收票據 100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4 71,848 135,739
可收回稅項 161 –
已抵押銀行存款 807 8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3,331 21,006  

359,179 210,7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5 28,101 28,93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6 32,672 41,499
借貸 25,282 2,680
應付票據 22,568 22,439
應付稅項 – 680  

108,623 96,230  

流動資產淨值 250,556 114,5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6,033 268,8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337 4,669  

資產淨值 391,696 264,16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1,041,016 877,216
儲備 (658,349) (611,256)  

382,667 265,960
非控股權益 9,029 (1,791)  

權益總額 391,696 26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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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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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4,892 (131,687)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3 (12,63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97,099 142,67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減少） 212,054 (1,65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21,006 53,59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271 1,25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 233,331 5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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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權益薪酬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77,216 620,832 6,061 78,170 (1,316,319) 265,960 (1,791) 264,169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認購新股份 163,800 – – – – 163,800 – 163,800
發行股份開支 – (510) – – – (510) – (510)
確認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薪酬 – – – 1,630 – 1,630 – 1,630
來自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12,203 12,20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163,800 (510) – 1,630 – 164,920 12,203 177,123        

本期間虧損 – – – – (48,663) (48,663) (1,383) (50,04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 450 – – 450 – 450        

全面收益總額 – – 450 – (48,663) (48,213) (1,383) (49,59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41,016 620,322 6,511 79,800 (1,364,982) 382,667 9,029 39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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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權益薪酬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731,216 621,126 10,717 74,340 (1,212,905) 224,494 29,671 254,165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認購新股份 146,000 – – – – 146,000 – 146,000
發行股份開支 – (294) – – – (294) – (294)
確認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薪酬 – – – 3,830 – 3,830 – 3,830
出售附屬公司（附註18） – – – – – – (26,039) (26,039)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146,000 (294) – 3,830 – 149,536 (26,039) 123,497        

本期間虧損 – – – – (55,937) (55,937) (3,208) (59,14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 100 – – 100 – 100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轉撥匯兌儲備至損益 
（附註18） – – (5,415) – – (5,415) – (5,415)        

全面收益總額 – – (5,315) – (55,937) (61,252) (3,208) (64,46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77,216 620,832 5,402 78,170 (1,268,842) 312,778 424 3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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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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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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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並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比較方法編製，惟採納新訂或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詮釋」））除外。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提

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收入

收入，亦即是本集團之營業額，指供應貨品之總發票價值。

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獲認定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已將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業務分為以下營運分部：

(i) 天然資源業務；

(ii) 開發及生產鋰離子動力電池；及

(iii) 開發及生產混合動力汽車。

該等營運分部乃按經調整分部經營業績而作出監管及策略決定。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已終止其環保產品及相關業務之經營。該等經營已呈列為已終止經

營業務且詳情已載列於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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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天然
資源業務

鋰離子動力
電池業務

混合動力
汽車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予外來客戶 – 24,036 – 24,036
    

分部業績 (4,973) (16,647) (13,999) (35,619)
   

未分配公司收支淨額 (13,126)
以股份支付之薪酬 (1,6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50,375)
所得稅抵免 329 

本期間虧損 (50,046)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天然

資源業務

鋰離子動力

電池業務

混合動力

汽車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予外來客戶 – 17,154 – 17,154
    

分部業績 (7,075) (1,828) (24,581) (33,484)
   

未分配公司收支淨額 (32,323)
以股份支付之薪酬 (3,8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69,637)
所得稅抵免 1,21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68,42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本期間溢利（附註7.2） 9,282 

本期間虧損 (59,145)
 

管理層確定本集團之所在地為香港，即本集團之主要辦公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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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0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00港元）、83,367,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715,000港元）及9,63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56,000港元）之非流動

資產（金融工具除外）分別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美國。

就商譽及無形資產而言，地區所在地乃基於實體之經營地域而定。其他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之地區所在地

乃根據資產之實質所在地劃分。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以股份支付之薪酬 1,630 3,830

無形資產攤銷 2,124 2,8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35 7,333

無形資產減值 – 5,575

商譽減值 9,625 4,867

其他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附註11） 4,000 (10,000)

研究及發展開支 937 18,501
  

6.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3 52

遞延稅項 (332) (1,262)  

所得稅抵免總額 (329) (1,210)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財務報表

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及海外地區溢利之稅項按該等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及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司

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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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

7.1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

7.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其附屬公司北京世紀萬業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世紀」）之一

名非控股股東訂立一份協議，以出售本集團於北京世紀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北京世紀集團」）65%之股權，

北京世紀集團主要從事環保產品及相關業務。出售北京世紀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完成，而本集

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終止經營其有關環保產品及相關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該等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為9,282,000港元。於出售北京世紀集團完成後，本集團已就出售附屬公司確

認為數12,164,000港元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及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29

銷售成本 (11) 

毛利 18

其他收入 2

分銷成本及一般經營開支 (2,901)

財務費用 –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8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18） 12,164

所得稅開支 (1)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9,282
 

已終止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74 

現金流入淨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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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虧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48,663) (66,26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32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總額 (48,663) (55,937)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加權平均股數 9,668,082 8,363,039  

由於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概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當且僅當轉換為普通股會導致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增加時，潛在普通股方具有攤薄影響。

9. 中期股息

董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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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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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51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33,000

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除附註18所述之於出售附屬公司時所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被出售。

11.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浙江佳貝思綠色能源有限公司（「佳貝思」）之溢利保證： 20,000 24,000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佳貝思賣方」）訂立一份收購協議（隨後經兩份補充協議所補充）以收購佳

貝思之全部股權。根據協議，佳貝思賣方已向本集團作出如下溢利保證（「溢利保證」）：

1.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佳貝思除稅前溢利不少於人民幣5,000,000元；

2.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佳貝思除稅前溢利不少於人民幣25,000,000元；

3.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佳貝思除稅前溢利不少於人民幣30,000,000元；

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佳貝思除稅前溢利不少於人民幣35,000,000元。

作為達致溢利保證之抵押，佳貝思賣方已存置200,000,000股代價股份（「保留股份」）於本集團託管賬目內。

倘佳貝思除稅前溢利於溢利保證期間內任何財政年度錄得少於佳貝思賣方作出溢利保證之金額（「短缺金額」），本

集團可自由及於董事認為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之有關時間及以有關方式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保留股份或其任何

部份。

將予出售之保留股份數目乃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股價：(i)每股0.358港元（收購協議所列合約價）或(ii)相等於

溢利保證將獲達成之有關財政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收市價之較高者釐定。溢利保證之任何短缺金額將以實際金

額予以補償，惟上限為來自出售保留股份之全部所得款項淨額。倘有關上限金額不足以應付溢利保證之短缺金額，

則本集團無權就上限金額以外之金額提出索償。

溢利保證乃按公平值列賬，而相應收益或虧損於期間損益表內確認。期內溢利保證公平值變動虧損4,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值變動收益10,000,000港元）已於期內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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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金融資產（續）

公平值架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計量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 20,000 – 20,000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計量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 24,000 – 24,0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轉移或並無自第三級轉入或轉出（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本集團之政策為於公平值架構級別之間之轉移產生之報告期末時確認該等轉移。

12. 存貨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2,124 2,117
在製品 20,084 18,759
製成品 22,029 16,977  

44,237 37,853  

13. 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已扣除減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785 5,762
31至90日 5,753 666
91至180日 1,157 4,283
180日以上 – 4,648  

8,695 15,359  

本集團通常根據行業慣例連同考慮客戶之信譽及還款記錄而給予客戶信貸期。各客戶均有最高信貸上限。本集團

尋求對其尚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監控。



中期報告 2013 –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16

1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供應商款項 5,880 1,932
其他應收款 44,314 87,046
其他預付款 21,654 21,743
就出售附屬公司應收買方代價（附註18） – 25,018  

71,848 135,739  

15. 應付貿易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180日 13,734 9,810

180日以上 14,367 19,122  

28,101 28,932  

1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員工成本 826 2,741

其他應付款 23,664 35,306

其他應計費用 8,182 3,452  

32,672 41,499  

17. 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0,000 8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期╱年初 8,772,159,756 877,216 7,312,159,756 731,216
期內認購新股份（附註） 1,638,000,000 163,800 1,460,000,000 146,000    

於期╱年末 10,410,159,756 1,041,016 8,772,159,756 87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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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續）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三名認購人訂立協議，據此，該等認購人已同意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0.10港元認購合共1,638,000,000股新股份。認購股份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本集團已收取所得款項

現金總額163,8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五名認購人訂立協議，據此，該等認購人已同意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10

港元認購合共1,460,000,000股新股份。認購股份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完成，本集團已收取所得款項現金總

額146,000,000港元。

18. 出售附屬公司

誠如附註7.2所述，本集團與其附屬公司之一名非控股股東（「買方」）訂立協議，以代價人民幣41,000,000元（相當

於約50,553,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北京世紀集團之65%股權。出售北京世紀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完

成。北京世紀集團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額如下：

賬面值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出售資產淨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19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380
無形資產 7,376
存貨 6,435
應收貿易款項 6,528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883
應收餘下集團之款項 6,9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336
應付貿易款項 (3,2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63)
應付稅項 (1) 

69,843
非控股權益 (26,039) 

43,804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換算儲備 (5,41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7.2） 12,164 

總代價 50,553 

支付方式

現金 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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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出售附屬公司（續）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現金代價（附註） 50,553
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336) 

14,217
應收買方之現金代價餘額（附註） (25,018) 

期內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10,801)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即出售生效日期）期間，北京世紀集團向本集團貢獻收入29,000

港元及虧損淨額2,882,000港元。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已向買方收取部份現金代價25,535,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應收買方之餘額25,018,000港元已計入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附註1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已自買方悉數收取代價之餘額25,018,000港元。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於中國成立附屬公司 156,965 6,23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1 81

－研發項目 17,450 17,450  

174,496 23,764  

20. 關連方交易

董事為本集團之主要管理層。期內，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為2,8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5,948,000港元）。

除上文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份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其他重大關連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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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以及其他資料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的主要業務包括環保汽車及相關業務（包括汽車電池業務及環保汽車業務）以及天然

資源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虧損分別為2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7,150,000港元）及
48,6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5,940,000港元）。本期間虧損主要由於一般營運開支及汽車電池業務之
商譽減值所致。

於本期間，一般營運開支減少至41,2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0,730,000港元），此包括（其中包括）研
發開支9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8,500,000港元）、折舊開支3,5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330,000
港元）、股份支付報酬1,63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830,000港元）及薪金開支19,34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23,690,000港元）所致。

(a) 環保汽車及相關業務

汽車電池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浙江佳貝思綠色能源有限公司（「佳貝思」）從事汽車電池業務。佳貝思

乃由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之收購協議（經補充）

（「收購協議」）所收購。於本期間，此分部之營業額及虧損分別約為24,040,000港元及16,650,000港
元，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營業額約為17,150,000港元及溢利約為1,830,000港元。該業務之商譽減
值為9,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870,000港元）。於本期間，該業務並無錄得無形資
產減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5,580,000港元）。

於本期間內，如中國國內市場之鋰離子電池之售價不斷下降等外在因素影響汽車電池行業之整體

增長。生產成本日益上漲亦對溢利率整體上造成不利影響，並影響此業務分部之表現。儘管佳貝思

管理層持續作出嘗試及努力擴大市場及控制生產開支，惟佳貝思之業務表現遠遜理想。由於佳貝

思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一直錄得經營虧損及根據本期間內

所錄得之佳貝思業績，董事會對佳貝思可達致佳貝思前擁有人（「佳貝思賣方」）根據收購協議作出

之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人民幣35,000,000元之溢利保證並不樂觀。董事
會認為業務營運預期不會大幅改善並將繼續受限制，直至電池結構及技術取得創新突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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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之通函所披露，本集團已保留合共200,000,000股本公司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保留股份」）（其為於完成收購協議時按每股普通股0.358港元（「合
約價」）配發及發行予佳貝思賣方之部份代價股份），作為達成佳貝思賣方所作出溢利保證之抵押。

本集團可自由處置保留股份以按實際金額基準補償所保證溢利之任何短缺金額，惟上限相等於出

售保留股份之100%所得款項淨額。鑑於本公司股份一直以遠低於合約價買賣，董事會認為，現時
行使其酌情權出售保留股份以彌補任何短缺金額並不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惟將保留本公司就

未達成佳貝思賣方提供之溢利保證而可用之權利。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方法，如為生產更先進、具增值或多元化之動力電池及相關產品而逐

步將佳貝思之現有生產流程轉型，以增強佳貝思於汽車市場之競爭力。由於董事會預計，有關改進

受與更先進產品之技術兼容性及已於有關轉型投入額外資本所規限，本集團將密切審視及調整此

類業務之業務策略。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江蘇新海連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連雲港天洋汽車有限公

司及連雲港經濟技術開發區（「連雲港經濟技術開發區」）訂立一份合作協議，內容有關將以中國江

蘇省連雲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基地推廣及開發一項新能源項目（其涉及興建生產新能源汽車關鍵

零部件之生產設施，包括電池材料、超級電池、電控系統及電解液）（「新能源項目」）而建議成立經

營期為20年之項目公司（即連雲港正道新能源有限公司）（「項目公司」）。

項目公司成功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項目公司之總投資額及總註冊資本分別為

18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04,000,000港元）及6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468,000,000港
元）。本集團將出資項目公司之總註冊資本之35%，金額為21,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63,800,000
港元），相當於其成立後本集團於項目公司之股權。

項目公司之初步業務計劃為將於二零一三年動工興建其生產設施並（視乎實施進度而定）於二零

一五年初試產或初步投產。於本期間內，項目公司已就先進電池材料開始計劃發展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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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汽車業務

本集團從事研發環保汽車。於本期間內，此業務分部並無錄得營業額（二零一二年：零），而錄得虧

損約1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4,580,000港元）。此虧損乃主要由於本期間內產生之經營開
支所致。

中國政府近期宣佈，其擬(i)提高燃料利用率及於政府機關及公共運輸及國內汽車業方面推廣使用
具燃料效率之新能源汽車，以令節能產品之市場份額於二零一五年前超過50%，及(ii)將就購買新
能源汽車提供補貼，故董事會將尋求取得策略性優勢，以利用此項有利政策。

(b)  天然資源業務

本集團主要透過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吉林晟世礦業有限公司（「吉林晟世」）從事天然資源業務。本期

間，此業務分部並未錄得任何營業額（二零一二年：無），而錄得虧損4,97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7,08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的經營開支所致。於二零一二年，吉林晟世之一間附屬公司（其當
時持有若干探礦許可證）已開始對位於中國吉林省之若干銅鋁鋅礦進行廣泛勘測。勘測結果顯示該

等礦山並無作進一步勘探之經濟可行性，故該附屬公司已決定於屆滿時不續期該等探礦許可證。

於本期間內，根據吉林晟世與甘孜州榮鑫礦業有限公司（「榮鑫礦業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訂立

（並於二零一二年三月重續）之管理協議，吉林晟世就（其中包括）榮鑫礦業公司所經營之業務（包

括進行勘測以評估位於中國四川省之一座金礦之勘探潛力，榮鑫礦業公司就此擁有探礦權）向榮鑫

礦業公司提供管理服務，而該協議可另行延長三年，直至二零一五年為止。該金礦之勘測及勘探顯

示，該金礦可能蘊藏豐富黃金儲量，而榮鑫礦業公司及吉林晟世正在對其進一步勘探價值及開採

潛力進行進一步評估及審查。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集團委任一名於非洲安哥拉之代理，以探索在非洲之煤礦、木材及基礎設

施方面之投資機會。董事會已審查代理所提交之若干投資建議，惟並不認為其值得進行。於本期間

內，本集團已終止委任於安哥拉之代理。

本集團之天然資源業務之發展策略，將於本期間內由本集團不斷檢討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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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倘全球經濟環境持續動盪，預計其無力推動本公司之汽車電池業務。儘管全球經濟環境並不明朗，董事

對其環保汽車及相關業務仍保持審慎樂觀。就汽車電池業務而言，本集團將致力提高及執行有關生產其

動力電池及相關產品之質量監控及產品安全措施，從而符合國際標準。由於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預計

本集團之汽車電池業務之經營環境仍將充滿挑戰。

董事會認為，電池結構之重大進步以及探索及發展高新電池材料可能為本集團之汽車電池業務及環保汽

車業務之重大突破，並將致力分配資源向此方向邁進。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合作協議（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所公佈）參與及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與策略合營夥伴成立項目公司（即連雲港正道新

能源有限公司）就開發新能源項目（其涉及開發主要高新汽車部件，包括電池材料（特別是超級電池之理

想材料單層石墨烯）、超級電池、電控系統及電解液）對本集團發展其環保汽車及相關業務而言屬重要里

程碑。

項目公司正與若干訂約方進行磋商，以取得生產及製造高新電池材料之若干技術之專用權。董事會將於

磋商取得任何重大進展時根據適用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作出必要公

佈。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由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之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中國將加快發展節能產業。

國務院鄭重宣佈推廣升級節能設施，及加速建設主要節能項目。預計中國將鼓勵及指導社會資本（包括

私人投資）積極參與節能產業，並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董事會認為，新能源項目將受惠於此項政策。

就天然資源業務而言，本集團將盡力優化其天然資源業務之發展潛力，同時本集團將持續審視其業務策

略且不排除改變其有關此類業務之業務計劃（包括但不限於重新分配本集團資源）之可能性，從而可更

為符合本集團就發展具更佳前景或更高增長潛力之其他業務或合資企業之整體及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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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約為391,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4,17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權益）約為
28.8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19%）。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約
為250,5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530,000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810,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0,000港元），而現金及現金等值則為233,33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1,010,000港元）。本集團亦有尚未償還借貸約25,2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680,000港元）。

於本期間內之集資活動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根據本公司與三名個別認購方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

三份個別認購協議（經補充）項下擬進行之認購交易（「認購」）及於完成時，本公司按每股0.10港元配發
及發行本公司合共1,638,000,000股普通股，而認購所集資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0,900,000美元（相當於
約163,000,000港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之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佈。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佈所披露，認購所集資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本集團就

推廣新能源項目成立項目公司而協定將予作出之部份資本承擔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動用部份所得款項淨額約1,680,000美元並將此款項用作本集團就成
立項目公司而協定之部份資本承擔。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符合先前所披露之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191名僱員（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9名僱員）。本集團
奉行之政策為在本集團薪酬及花紅制度之總體架構內，確保員工之薪酬水平按工作表現檢討並與工作表

現掛鈎。本集團已為其香港僱員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而本集團之僱員亦可獲授購股權以認可彼等對

本集團之貢獻或作為獎勵以挽留彼等進行本集團發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8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0,000港元）之
銀行存款予本集團之往來銀行，以為其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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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絕大部份收入及支出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因

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的權益

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的登記冊及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或經
合理查詢後確定，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4）    

Sun East LLC 實益擁有人（附註1） 2,673,071,189 25.68%

仰融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2,673,071,189 25.68%

實益擁有人（附註3） 10,000,000 0.10%

2,683,071,189 25.78%
    

附註：

1. Sun East LLC乃由仰融博士持有35%（根據美國加州法例與其妻子共同持有）以及馬文偉先生及王健先生作為若干

信託之共同信託人持有65%權益，而該等信託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設立，以仰融博士之子女為受益人。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仰融博士（及其配偶）被視為於Sun East LLC所持有之該等2,673,071,189股股份擁有權益。

2. 該等2,673,071,189股股份屬Sun East LLC持有之同一批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仰融博士（及其配偶）

被視為於其中擁有權益。

3. 該等10,000,000股股份乃由仰融博士直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其配偶被視為於其中擁有權益。

4. 持股百分比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10,410,159,756股股份計算，惟不計及可能因行使本公司授出的任

何購股權所附帶之任何認購權而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人士（該等董事除外，彼等的權益載於下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及淡

倉」一節）已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的本公司股本或相關股份中登記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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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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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

錄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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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每股「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身份

股權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仰融 2,673,071,189

（附註2）

受控法團

10,000,000 實益擁有人  

2,683,071,189

（附註3）

25.78%

劉泉 281,760,000

（附註4）

受控法團 2.71%

朱勝良 5,333,883 實益擁有人 0.05%

許永生 2,904,000 實益擁有人 0.03%

李正山 8,700,000 實益擁有人 0.08%

附註：

(1) 股權百分比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10,410,159,756股股份計算，並無計及可能因行使本公司所

授出任何購股權所附帶之任何認購權而須予配發及發行之任何股份。

(2) 該等股份由Sun East LLC持有。Sun East LLC乃於美國加州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中仰融博士持有35%（根

據美國加州法例與其妻子共同持有）以及馬文偉先生及王健先生作為若干信託之共同信託人持有65%權益，

而該等信託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設立，以仰融博士之子女為受益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仰融博士（及其配偶）被視為於Sun East LLC所持有之該等股份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仰融博士之配偶被視為於仰融博士實益持有之股擁有之權益。

(4) 該等股份由Career Capital Limited持有。Career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全部已發行股本

由Ground, LLC單獨實益擁有。Ground, LLC為一間於美國內華達州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

由劉泉先生單獨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先生（及Ground, LLC）被視為於Career Capital 

Limited持有之該等股份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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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行使
購股權

所涉及之
相關股份

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港元） （附註）      

仰融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

0.102 11,140,000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

0.114 27,000,000

  

38,140,000 0.37%

張博增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0.12 66,000,000 0.63%

許永生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

0.114 27,000,000 0.26%

扎姆 •阿茹娜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0.12 34,000,000 0.33%

朱勝良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

0.102 16,710,000 0.16%

李正山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

0.102 5,570,000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

0.114 5,000,000

  

10,570,000 0.10%

附註：

股權百分比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10,410,159,756股股份之基準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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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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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十三日終止舊計劃，並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

之一項普通決議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

以下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尚未行使：

參與者姓名╱類別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期內重新分類 已授出購股權

期內
已失效╱

註銷購股權 已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董事
仰融 11,140,000 – – – – 11,140,000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27,000,000 – – – – 27,000,000 附註2 附註2 附註2
40,000,000 – – (40,0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35,000,000 – – (3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黃春華 20,000,000 – – (20,0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5 附註5 附註5
35,000,000 – – (3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張博增 66,000,000 – – – – 66,000,000 附註11 附註11 附註11

王川濤 15,000,000 – – (15,0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5 附註5 附註5
20,000,000 – – (2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劉泉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許永生 27,000,000 – – – – 27,000,000 附註2 附註2 附註2
21,000,000 – – (21,0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35,000,000 – – (3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扎姆‧阿茹娜 34,000,000 – – – – 34,000,000 附註11 附註11 附註11

朱勝良 16,710,000 – – – – 16,710,000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1,290,000 – – (1,29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4 附註4 附註4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徐建國 5,000,000 – – (5,000,000) – – 附註6 附註6 附註6
15,000,000 – – (1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李正山 5,570,000 – – – – 5,570,000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5,000,000 – – – – 5,000,000 附註2 附註2 附註2
4,430,000 – – (4,43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15,000,000 – – (1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夏廷康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朱國斌 10,000,000 – – (1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張振威 7,500,000 – – (7,5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15,000,000 – – (15,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小計： 546,640,000 – – (354,220,000) – 192,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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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姓名╱類別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期內重新分類 已授出購股權

期內
已失效╱

註銷購股權 已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僱員
（總計） 15,250,000 – – – – 15,250,000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31,400,000 – – – – 31,400,000 附註2 附註2 附註2
82,702,000 – – (82,702,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24,000,000 – – (24,000,000) – – 附註4 附註4 附註4
44,000,000 – – (44,000,000) – – 附註5 附註5 附註5
51,000,000 – – (51,000,000) – – 附註6 附註6 附註6

190,500,000 – – (190,5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3,000,000 – – (3,000,000) – – 附註9 附註9 附註9      

小計： 441,852,000 – – (395,202,000) – 46,650,000      

其他合資格人士：
（總計） 15,000,000 – – – – 15,000,000 附註2 附註2 附註2

7,500,000 – – (7,500,000) – – 附註3 附註3 附註3
40,000,000 – – (40,000,000) – – 附註7 附註7 附註7

160,000,000 – – (160,000,000) – – 附註8 附註8 附註8
65,000,000 – – (65,000,000) – – 附註9 附註9 附註9

115,000,000 – – (115,000,000) – – 附註10 附註10 附註10      

小計： 402,500,000 – – (387,500,000) – 15,000,000      

總計： 1,390,992,000 – – (1,136,922,000) – 254,070,000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授出，可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止十年期間內任何

時間按每股股份0.102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2.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授出，可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止十年期間內任何時間

按每股股份0.114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3.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授出，可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四年期間

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23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4.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授出，可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三年零十一個月期

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85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5.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授出，可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三年零七

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295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6.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授出，可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3.16年期間內

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368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7.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授出，並可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2.17年期間

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46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 2013

29

8.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授出，並可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2.05年

期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338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9.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授出，並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2.01年期間內任

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36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10.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授出，並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止0.95年

期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股份0.132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11.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授出，並可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止8年期間內任何

時間按每股股份0.12港元的認購價行使。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自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採納新計劃日期起概無根據新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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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惟下列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E.1.2條

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安排各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統稱「該等委員會」）

（倘適用）之主席，或於彼等缺席時彼應邀請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出席或如該名成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

任之代表可出席並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該等委員會各自之主席由於需處理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許永生先生，即其中一名執行

董事及為該等委員會主席所委任之代表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以確保與本公司股東之良好溝通。

董事於重大合約之權益

於本期間內，概無董事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之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

擁有重大權益。

競爭性權益

本期間內，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任

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之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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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
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向本公司確認，彼等於本

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不少於其

已發行股份總數25%之足夠公眾持股量。

財務報表之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及並未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

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及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仰融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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