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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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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20,906 22,965
服務成本 (14,790) (14,140)

  

毛利 6,116 8,825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343 (9,838)
銷售及分銷開支 (3,146) (3,743)
行政開支 (11,440) (14,632)
融資成本 7 (35,998) (31,763)
取消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之負債部分 – 35,692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 
 衍生部分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478) 1,109

  

除稅前虧損 8 (44,603) (14,350)

所得稅 9 (107) (140)
  

期間虧損 (44,710) (14,49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4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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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零元） 84 1,745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44,626) (12,745)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2,080) (11,678)
 非控股權益 (2,630) (2,812)

  

(44,710) (14,490)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2,047) (9,784)
 非控股權益 (2,579) (2,961)

  

(44,626) (12,7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
 －期間虧損（港仙） 6.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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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1 469
 商譽 742 742
 無形資產 – –
 金融資產 14 1,101 1,579
 其他應收款項 12 757 1,512

  

非流動資產總額 2,821 4,302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1 65,648 55,3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 12 96,502 124,592
 受限制銀行結餘 4,594 5,72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993 20,951

  

流動資產總額 205,737 206,58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3 2,316 13,8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0,664 32,506
 應付董事款項 1,787 506
 一名董事及一名股東之
  計息貸款 552 552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之
  負債部分 14 159,166 130,686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 15 50,457 49,635
 應繳所得稅 692 2,881
 一間附屬公司之應付優先股 
  股息 79,453 72,757
 承兌票據 8,000 8,000

  

流動負債總額 343,087 311,417
  

  
流動負債淨值 (137,350) (104,8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4,529) (100,532)
  

負債淨值 (134,529) (1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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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 68,329 63,329
儲備 (241,358) (204,940)

  

(173,029) (141,611)
非控股權益 38,500 41,079

  

權益總額 (134,529) (1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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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法定儲備
可換股債
券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資產虧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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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63,329 326,331 57,124 1,047 3,592 15,574 1,656 (610,264) (141,611) 41,079 (100,532)

期間虧損 – – – – – – – (42,080) (42,080) (2,630) (44,71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3 – – 33 51 84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 – – – – 33 – (42,080) (42,047) (2,579) (44,626)
認購股份 5,000 5,629 – – – – – – 10,629 – 10,62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8,329 331,960* 57,124* 1,047* 3,592* 15,607* 1,656* (652,344)* (173,029) 38,500 (134,529)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經重列） 60,326 319,334 57,124 1,047 3,592 15,379 1,656 (542,694) (84,236) 81,139 (3,097)

期間虧損 – – – – – – – (11,678) (11,678) (2,812) (14,49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 – – – 1,894 – – 1,894 (149) 1,745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 – – – – 1,894 – (11,678) (9,784) (2,961) (12,745)
於貸款資本化後 
 發行貸款股份 3,003 6,997 – – – – – – 10,000 – 10,00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3,329 326,331* 57,124* 1,047* 3,592* 17,273* 1,656* (554,372)* (84,020) 78,178 (5,842)

           

* 該等儲備賬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綜合儲備不足額約241,35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147,34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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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013 23,88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1 (615)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1,910 (7,70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16,954 15,565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45) 1,247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678 14,229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587 31,0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受限制銀行結餘 4,594 4,20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993 26,834

  

43,587 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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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主要營業地點則為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41號中保集團大廈8樓801室。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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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有關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準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
計量則除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註明外，所有數
值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鑑於下述因素，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未
來流動資金狀況：

(i)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137,350,000港元及負債淨值約
134,529,000港元；

(ii)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計息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約
為50,457,000港元；及

(iii)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計息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優先股」）負
債部分約為159,166,000港元，該部分原本已逾期。根據二零一四年補充協議，誠如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日所宣佈，待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之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可換股票
據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於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完成後五日內贖回優先股本金額，
並結清所有股息。倘本公司未能完成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贖回優先股之結清日期將進一
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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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該等狀況反映存在可能對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不明朗因素。然而，該等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視可換股債券及優先股持有人是否
同意將可換股債券及優先股之贖回日期進一步延遲而定。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獲得大部份可
換股債券持有人口頭同意暫停償債。此外，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與優先股持有人簽訂補充協
議。根據二零一四年補充協議，誠如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所宣佈，待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日之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於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完
成後五日內贖回優先股本金額，並結清所有股息。倘本公司未能完成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贖
回優先股之結清日期將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此外，本集團正落實嚴格之成
本控制措施並竭盡全力籌集資金，以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於該等情況下，董事
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屬適當。

倘本集團未能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其業務，將需作出調整以將資產之價值撇減至其可收回
金額、對未來可能產生之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
資產及流動負債。此等調整之影響並未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反映。

3.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期內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且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詮釋」）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 投資實體
 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修訂本）（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披露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稅
 –詮釋第21號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指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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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續）

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金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事項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4. 營運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乃按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呈報予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之資料，集
中於所交付或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類別。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兩個可呈報營運分部：

－ B-to-C消費服務；及

－ 健康管理服務

由於現金及銀行結餘（受限制銀行結餘除外）及企業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因此分部資產不包
括該等資產。

由於一名董事及一名股東之計息貸款、應付董事款項、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可贖回可換股
累積優先股之負債部分、承兌票據、一間附屬公司之應付優先股股息以及其他企業負債乃按集
團基準管理，因此分部負債不包括該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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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運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運分部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B-to-C消費服務 健康管理服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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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9,450 10,848 11,456 12,117 20,906 22,965

      

分部業績 203 1,195 227 417 430 1,612
      

對賬：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343 36,89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9,378) (21,089)

融資成本－未分配 (35,998) (31,763)
  

除稅前虧損 (44,603) (14,350)
  

折舊及攤銷 196 241 – 1 196 242

對賬：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39 4,466

  

235 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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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運分部資料（續）

下表為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B-to-C消費服務 健康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90,864 6,763 97,62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10,931

 

資產總計 208,558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B-to-C
 消費服務

健康
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81,433 6,108 87,54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23,344
 

資產總計 210,885
 

5. 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提供B-to-C消費服務所賺取之佣金收入及提供健康管理服務之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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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撥備10,000,000港元，乃為就延長贖
回優先股之最終結清日期而支付予優先股股東之不可退回按金。倘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或之前未能贖回優先股，則優先股股東有權沒收按金。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
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贖回優先股，故上述按金撥備已獲悉數確認。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名董事及一名股東貸款之利息 – 9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822 78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贖回可換股累積
 優先股之負債部分之實際利息開支 28,480 24,184

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之應付股息 6,696 6,696
  

35,998 31,763
  

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列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 4,4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5 249

利息收入 (3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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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三年：25%）之標準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 107 140
  

10. 每股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 (42,080) (11,678)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2,721,389 610,972,296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可換股金融工具對每股基本虧損
具反攤薄效應，故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未予以計及。因此，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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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有關其各主要業務之信貸政策如下﹕

(i) 給予提供B-to-C消費服務預先繳費客戶之信貸期為180天

(ii) 給予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客戶之信貸期為90天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所呈列應收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3,789 3,540

1至3個月 7,352 8,616

3個月以上 54,507 43,157
  

65,648 55,313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i)(ii)) 63,360 93,874
減：其他應收款項之非流動部分（附註(ii)） (757) (1,512)

  

62,603 92,362
  

按金（附註(iii)） 32,156 32,140
  

預付款項 1,743 9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流動部分 96,502 12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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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

(i) 已出售附屬公司之銷售所得款項及應收已出售附屬公司賬項約人民幣42,997,000元（相等
於約54,249,000港元）；

(ii) 非流動部分及流動部分包括有關本集團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之貸款協議
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授出之有抵押貸款人民幣8,000,000元之款項分別約757,000港元及
5,436,000港元，貸款為免息及須於5年內償還；

(iii) 客戶服務按金約人民幣25,000,000元（相等於約31,543,000港元）。

上述資產並無逾期或減值。上述結餘包括之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拖欠紀錄之應收款項有關。

13. 應付貿易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所呈列應付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1,895 13,216
1至3個月 421 678

  

2,316 13,894
  

14.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訂立優先股協議（「原協議」），並發行15,000股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優先股（「優先股」），總現金代價為15,000,000美元（約117,000,000港元）。優先股
持有人有權獲派按年利率2厘計息（或在發生原協議中界定之特殊事件之情況下按年利率5厘每
半年複合計息）之股息。優先股之到期日為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計滿第五週年當日（即二
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或較後日期（「轉換期間」），惟不得遲於該日期起計第七週年，此情況
下，其具體條款將以日後協議為準。優先股持有人獲授予優先股內嵌之選擇權，彼可於轉換期
間內任何時間按0.3201港元及本公司普通股於緊接相關轉換通告日期前之20個交易日內成交量
加權平均價之0.9倍兩者間之較低者轉換優先股；於任何提早贖回日期，優先股贖回金額須包
括按年利率20厘計算之本金及應付累計股息總額額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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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續）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優先股持有人訂立補充協議（「修改協議」）。據此，
本公司同意竭盡全力促成集資，以為本公司籌集所得款項淨額不少於15,000,000美元（或等值
港元），其中15,000,000美元（或等值港元）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用以贖回優先
股。同時，優先股持有人同意將不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任何時候要求本公司贖回優
先股，亦不會行使其全部或任何部分優先股隨附的轉換權。

待集資完成後，本公司將贖回及優先股持有人將接納贖回全部優先股，並悉數及最終結清優先
股持有人不論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於其他情況下可能持有之優先股所有權利，總價不超過
19,000,000美元，其中15,000,000美元須以現金支付及不超過4,000,000美元須以本公司發行
承兌票據之方式支付。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通過與優先股持有人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進一步修
訂修改協議。據此，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贖回，且優先股持有人須同意
將悉數及最終結清的日期延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此外，補充協議特別向本公司
授出轉換權，允許本公司以按預定價0.3201港元購買本公司普通股之方式或於到期日以現金方
式結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應付累計股息總額。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優先股持有人就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補充
協議簽訂一項修訂協議（「修訂協議」）。

根據修訂協議，贖回優先股之最終結清日期將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延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惟前提為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或之前向優先股持有人支付不可退回按金
10,000,000港元（「按金」），倘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未能贖回優先股，則優先股持
有人將有權沒收按金。

優先股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息將按每年6厘計算及派付，本
公司有權透過按每股預定價0.3201港元向優先股持有人發行股份的方式結算。

由於修改協議、補充協議及修訂協議之條款有別於原協議，因此金融負債得以清償。估值由與
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公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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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優先股協議修訂協議訂
立補充協議（「二零一四年補充協議」）。根據二零一四年補充協議，誠如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所
宣佈，待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之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完成後，
本公司將於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完成後五日內贖回優先股本金額，並結清所有股息。倘本公司
未能完成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贖回優先股之結清日期將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

根據二零一四年補充協議，優先股之股息計算及結算方式為(1)自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股息為4,000,000美元（「股息一」），將以本公司發行承兌票據之方
式結算；(2)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股息按每年5厘計算（「股息
二」），本公司有權透過按每股預定價0.25港元向優先股持有人發行股份的方式結算；(3)自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息將按每年6厘計算（「股息三」），本公司有權
透過按每股預定價0.25港元向優先股持有人發行股份的方式結算；及(4)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息將按每年7厘計算（「股息四」），本公司有權透過按每股預定
價0.15港元向優先股持有人發行股份的方式結算。

(i) 負債部分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初╱年初 130,686 115,503

期間╱年度利息支出 28,480 50,875

金融負債清償自損益扣除 – (35,692)
  

於期末╱年末 159,166 130,686
  

優先股負債部分之公平值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模型（「貼現現金流量」）並參考下列參數釐定：

修改協議 補充協議 修訂協議

實際利率 53.34厘 48.81厘 58.14厘
年期 0.35 0.67 0.26

股息 每半年計 每半年計 每半年計
股息年利率 5厘 5厘 6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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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續）

(ii) 內嵌式衍生工具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初╱年初，資產 (1,579) (2,150)
自損益扣除之公平值變動 478 571

  

於期末╱年末，資產 (1,101) (1,579)
  

優先股內嵌式衍生工具之公平值採用柏力克－舒爾斯購股權定價模式並參考下列參數釐
定：

修訂協議
二零一四年
補充協議

到期時間 0.25 0.27
無風險利率 0.14% 0.09%
波幅 65.49% 64.36%
行使價 0.32港元 0.25港元及

0.15港元
現貨價 0.30港元 0.265港元

15.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發行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到期面值6,600,000美元之可
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3厘計息並於每半年末支付，第一期利息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十八日到期，最後一期利息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到期。可換股債券賦予其持有人權利，
可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期間按轉換價每股2.525港元（可予調整）
將債券轉換為本公司之新普通股。此外，倘若可換股債券於到期日仍未行使，本公司將按債券
面值之100%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本金。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實際年利率為3厘。

於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總代價約4,818,800港元購回本金總額為
1,210,000美元（相等於約9,372,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從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並
無購回可換股債券。



2014中期報告 20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可換股債券（續）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可換股債券到期，但本集團因資金流動性問題而未能於到期時贖回可
換股債券。本集團無法履行其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責任，迫使本公司提早履行贖回可換股債券及優
先股之責任。於可換股債券到期日後，本公司與可換股債券大部分持有人達成共識，倘本集團短
期內能履行可換股債券大部分持有人所要求之條件（即本集團成功吸收大量外來資源），且於成功
吸收大量外來資源之時及之後本集團不會額外發行任何與可換股債券具同等地位之債券，則本公
司支付可換股債券尚未償還債務之時限可有條件地延長三年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自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以來，3%應付利息尚未支付。按照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倘於
利息支付日並無就可換股債券支付利息，則自須支付利息日起直至付款日期按違約利率每年5
厘計算利息。

就發行可換股債券已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已分攤為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負債部分之變動載列
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之賬面值 49,635 48,064
期間╱年度利息支出 822 1,571

  

期末╱年末之賬面值 50,457 49,635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包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金額 42,042 42,042
應付利息 7,344 6,718
逾期利息費用 1,071 875

  

50,457 4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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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603,259,665 60,326
  於貸款資本化後發行貸款股份（附註i） 30,030,030 3,00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33,289,695 63,329
  認購股份（附註ii） 50,000,000 5,0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683,289,695 68,329
  

附註：

(i)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通過向承兌票據持有人發行及配發30,030,030股普通
股，將承兌票據本金額10,000,000港元資本化。

(ii)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認購人，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以按0.212

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合共50,000,000股股份。

1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完成向獨立第三方收購上海醫瑞葆健康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上海醫瑞葆」）51%股權。代價80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以現金形式支付。

本集團可藉收購上海醫瑞葆擴闊收入基礎，並改善本集團之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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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確認之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金額概述如下：

已確認
金額

（公平值）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 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

 

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淨值 114
非控股權益 (56)
商譽 742

 

以應付款項結付收購代價 800
 

有關收購上海醫瑞葆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入淨額之分析：

已付現金代價 –
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入淨額 (129)
 

18. 關連人士交易

本期間，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性質

一名董事及一名股東貸款之利息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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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8. 關連人士交易（續）

董事及本公司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期內薪酬如下，乃由薪酬委員會視乎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而
釐定：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1,559 1,611

離職福利 – –
  

1,559 1,611
  

19. 訴訟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或前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Wingames Investments Limited

（「Wingames」）與Mascot Land Limited（「促使人」）、中國中福實業有限公司（「中國中福」）、
上海眾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眾福」）、安徽安合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安徽安合」）、王計
生先生及葛千松先生（「管理層擔保人」）（統稱為「擔保人」）（均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該協
議」），以總代價3,360,000,000港元收購上海福壽園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實體之股本權
益（「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詳請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之通函。然而，自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該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交易成為於香港提起之法律訴訟標的，當中
Wingames與本公司為原告，而其他方為被告（「訴訟」）。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訴訟各方就
訴訟進行和解達成協議，因此，訴訟已終止，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亦就此終止。該訴訟之有關
詳情及發展於自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起刊發之一系列公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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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公平值計量

下表為於首次確認時按公平值計量後之財務工具分析，乃根據公平值之可觀察程度分為第1至
第3級：

• 第1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算所得；

• 第2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第1級所包括報價以外，就資產或負債而言可直接（即作為價格）或
間接（即來自價格）觀察之輸入數據計算所得；及

• 第3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使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之資產或負債
輸入數據之估值技巧計算所得。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資產 – 1,101 – –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資產 – 1,579 –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第1級及第2級之間
並無任何轉撥。

21. 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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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及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之營業收入約為20,906,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之22,965,000港元減少9%。股東應佔虧損為42,080,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同期：11,678,000港元）。本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為6.4港仙（二零一三年同期：1.9
港仙）。

董事不建議向股東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同期：無）。

業務營運之回顧
在本期間，本集團之業務重點為繼續拓展以消費者為本的健康管理服務。在於中國大陸
經營B-to-C消費服務的同時，透過上海醫瑞葆，積極向健康保險公司提供有關健康及第
三方管理服務，取得良好的進展。本集團於期間內的經營收益大部分來自於健康及第三
方管理服務。本集團另一項「冷卻系統分銷業務」因國家監管及運營機構重組及改革及連
帶引發的市場准入政策限制而未能如期開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為配合業務向醫療衛生服務之方向轉型，大力延攬人才，充實管理
團隊，於北京組建「中衛康虹醫院管理有限公司」，積極開拓醫院管理業務。

收購醫療項目之框架協議

在本期間，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簽署「框架協議」，計劃收購中國大陸一間綜合醫院和9
間診療中心之資產及經營權（詳見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發佈之公告）。該「框
架協議」項下之收購交易倘若如期作實，本集團將實現核心業務擴張，為未來發展及增
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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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壓力之回顧
在本期間，本集團之上市實體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仍然
無力償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約5,390,000美元之未償還本金及可贖回可換股優
先股（「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15,000,000美元之未償還本金。

在本期間，為配合解決未償還債務和業務發展之需求，本集團積極引進投資者，先後於
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五月二十三日及六月三日分別與獨立第三方投資者簽署「認購協
議」，總計集資約6.5億港元。其中五月二十三日簽署之「認購協議」已在期間內履行。

未來展望
在本期間，本集團在引進外部資源、加強管理團隊、拓展健康服務業務等方面均取得顯
著進展，為本年度實現公司業務擴張開創了大好局面。董事會深信，伴隨著中國社會經
濟的全面發展及城市化、老齡化大趨勢，現代醫療服務業具有無限商機。本公司將把握
機遇，力爭上游，創造輝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淨值分別約為205,700,000
港元及343,100,000港元，按此計算，流動比率為0.60（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0.66）。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貸約為217,6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188,300,000港元），全屬可換股債券、可贖回可換股累積優先股及承
兌票據。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按股東權益約（173,0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141,611,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26）（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1.33））。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認購人，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以按每股
0.212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合共5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認購事項已
完成，籌集所得款項淨額10,400,000港元，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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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抵押。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67名（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65名）僱員。
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達2,648,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則為2,367,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因應薪酬水平及組合、整體市場情況及個別表現，檢討僱員之酬金組合。員
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與本集團溢利表現及個人表現掛鈎之酌情花紅。本
集團亦已為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上市規則規定之額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中，擁有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姓名

本公司╱ 
相聯法團 身份

股份權益 
（不包括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者）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之相關 

股份權益
股份╱相關 

股份權益總額

股份及 
相關股份 

佔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李重遠博士 本公司 公司 24,443,000 2,619,000 27,062,000 3.96%
（附註1）

周寶義先生 本公司 個人 1,002,000 – 1,002,000 0.15%

穆向明先生 本公司 個人 261,000 – 261,000 0.04%

姜波先生 本公司 個人 261,000 – 261,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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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股份由李重遠博士全資擁有之Timenew Limited持有。

2. 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代表本公司授予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可發行之股
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債券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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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彼等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
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以及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記
錄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權益 
（不包括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者）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之相關 

股份權益
股份╱相關 

股份權益總額

股份及 
相關股份 

佔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首航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0 – 100,000,000 14.63%

ZhongXing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9,422,474 – 69,422,474 10.16%

Dragonrisecapital
 Advisors Inc.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48,155,474 – 48,155,474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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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首航投資有限公司由陳利安及申裕蘿分別擁有50%權益。

(2) ZhongXing Limited由何堅先生全資擁有。

(3) Dragonrisecapital Advisors Inc.由Yeung Ning先生全資擁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日到期之購股權計劃，而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
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新計劃之進一步詳情披露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之通函。期內，新計劃之任何條款概無變動。

下表披露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及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
類別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已註銷 重新分類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
李重遠 E 2,619,000 – – – – 2,619,000

 

僱員及其他 E 3,351,000 – – – – 3,351,000
 

總計 5,970,000 – – – – 5,970,000
 

購股權
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

之收市價
港元 港元

E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二日

0.500 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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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者除外：－

根據守則第A.4.1條之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應以特定年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現
時，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概無按特定年期委任，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
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
行有關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
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寶義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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