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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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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泰創業集團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報告及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安徽省從事製造、銷售及買賣汽車零件及建
築裝飾五金產品。

提交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就（其中包括）本公司若干董事及集團財務總監辭任、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北泰汽車工業控股有限公司（「北泰汽車」）逾期支付金融產品虧損約44,000,000港元及債權人向本
集團索償人民幣326,000,000元而刊發若干公告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應本公
司要求）暫停買賣。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本公司大股東、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執行董事Lilly Huang女士（其後被
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所取代）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本公司的清
盤呈請。同日，Fulli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Fullitech」）（北泰汽車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本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亦向高等法院提出北泰汽車的清盤呈請。

同日，高等法院頒令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先生、何熹達先生及楊磊明先生為本
公司及北泰汽車的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

高等法院將本公司清盤呈請的聆訊押後至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董事會報告書

5 北泰創業集團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中報

本集團重組

本集團重組分兩部分進行（即(i)債務重組；及(ii)股本重組）旨在：

(i) 解決北泰創業及北泰汽車之債務，有關詳情載於下文「債務重組」一節；及

(ii) 規範重組後本集團（「經重組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資本需求。

債務重組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兩份協議計劃（即「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及「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統稱
「協議計劃」）分別獲本公司及北泰汽車各自的債權人批准。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先
生、何熹達先生及楊磊明先生獲委任為各協議計劃的共同及各別協議計劃管理人（「協議計劃管理
人」）。協議計劃隨後獲高等法院批准並由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起生效。

北泰創業協議計劃

根據北泰創業協議計劃，本公司的債務將由以下方式償還：

(i) 本公司主要股東周天寶先生（「周先生」）支付總額為2,000,000港元的誠意金；

(ii) 本公司對為配合北泰創業協議計劃項下提議之債務重組而設立之特殊目的公司（「北泰創業
特殊目的公司」）承擔固定金額為200,000,000港元的還款義務，據此，本公司將於北泰創業
協議計劃生效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償付上述金額（「北泰創業還款義務」）；及

(iii) 透過北泰汽車協議計劃分配可從北泰汽車及Fullitech收回的款項。

(i)、(ii)及(iii)統稱「北泰創業協議計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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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

根據北泰汽車協議計劃，北泰汽車的債務將由以下方式償還：

(i) 北泰汽車向根據北泰汽車協議計劃註冊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支
付總額為15,000,000港元的現金（「北泰汽車義務」）；

(ii) 出售四間獨立第三方公司（「四間第三方公司」）的股權所得款項淨額；

(iii) 下述各項將產生之淨現金流量╱所得款項淨額：

(a) 北泰汽車懸架製造（北京）有限公司（「北泰懸架」，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不再
綜合入賬的前附屬公司）及Profound Global Limited（「Profound」，本集團聯營公司）於
五年內將產生之淨現金流量總額1,381,000,000港元（加利息）（「北泰汽車還款義務」）。

 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由以下各項擔保：

1. Fullitech向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
為限（「Fullitech公司擔保」）；

2. 本公司作出的公司承諾，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為限（「北泰創業承諾」）；

3. 對周先生直接及間接持有的本公司股權設立第一法定押記；

4. 對北泰汽車底盤系統（安徽）有限公司（「北泰底盤」）100%股權設立股份押記，金
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為限；及

5. 對北泰汽車持有的Profound 40%股權設立股份押記，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
為限；

或

(b) 出售北泰懸架及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持有的Profound 60%股權的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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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續）

(iv) 出售獨立第三方公司CX Tech Inc.及Sumitech Engineering Inc.（統稱「美國公司」）的股權的所
得款項淨額，如該等股權於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生效日期起五年內出售；及

(v) 於北泰汽車還款義務全部履行後，出售北泰懸架的所得款項淨額。

此外，在北泰汽車協議計劃項下，亦提出一套替代機制，即若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管理人收到任何
以一次性方式收購全部╱部分資產之現金收購要約，包括四間第三方公司及Profound之股權以及
北泰汽車持有的北泰底盤之股權，並解除所有相關的擔保、抵押及承諾，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管理
人在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生效並徵得各協議計劃的債權人（「協議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協議計劃債
權人委員會」）同意後可召開協議計劃債權人會議以考慮並酌情批准上述收購要約。

作為執行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及北泰汽車協議計劃（該兩個協議計劃均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生
效）的一部分，本集團已將本集團於北泰汽車工業有限公司（「北泰汽車工業」）、北泰懸架、東方新
科有限公司（「新科」）及順利國際有限公司（「順利國際」）的全部股權轉至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或
北泰創業特殊目的公司。北泰汽車工業及北泰懸架（統稱「中國附屬公司」）在彼等於二零零八年四
月一日不再綜合入賬前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協議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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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發行15,000,000港元高級票據（「高級票據」）

為履行北泰汽車義務，本公司、北泰汽車、臨時清盤人及Omni Success Limited（「OSL」或「認購
人」）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此，(i)北泰汽車同意發行，而認購
人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15,000,000港元之一年期高級票據。高級票據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獲發
行，募集款項將用於償還北泰汽車義務。

高級票據的到期日透過有關訂約方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訂立補充函件
的方式由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延後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高級票據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本金： 15,000,000港元

利率： HIBOR（三個月期）+1.05%

本金之償還： 於到期日，全部未付貸款連同所有應計但未付利息須
一次付清

到期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經於認購協議後訂立的補充
函件所延後）

高級票據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之公告。

截至該綜合財務報表日期，北泰創業還款義務及北泰汽車還款義務尚未清償。然而，經周詳考慮
及顧及本集團整體重組的狀況後，協議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及各公司若干主要協議計劃債權人同
意，為協議計劃債權人整體利益考慮，協議計劃繼續生效。

鑒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然而，該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本集團重
組將成功實施及重組後，本集團將於可見將來繼續切實履行其到期應付的財務義務之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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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重組（續）

股本重組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法定股本為50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股股份，其
中1,259,461,601股股份已獲發行，且已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23,804,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結算日，尚未行使購股權之餘下合約年期為4.5年，行使價介乎每份2.29港
元至2.57港元不等。由於緊接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前股價為每股0.73港元，購股權目前處於價外。

建議本公司股本將按建議股本重組之方式進行重組，其中包括下列步驟：

(i) 股本削減－經開曼群島法律允許，建議每股已發行股份面值將由0.100港元減少至0.002港
元，致使股本削減約123,400,000港元。

 股本削減後，本公司股本將由約125,900,000港元削減至約2,500,000港元；

(ii) 股本註銷－於股本削減後，本公司所有未發行法定股本將註銷並減少，致使本公司法定及
已發行股本為約2,500,000港元；

(iii) 股份合併－透過合併股份，每五股每股面值為0.002港元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將於緊隨股本
削減後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之股份；

(iv) 註銷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及

(v) 本公司法定股本將增至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 

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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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誠如上文所述，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暫停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買賣。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提呈有關本集團重組的復牌建議書，並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十七日提呈修訂建議（「復牌建議書」），以尋求恢復於聯交所買賣股份。

聯交所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以函件通知本公司財務顧問，聯交所決定接納復牌建議書，惟須待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符合該函件所載下列條件，且令聯交所上市科會滿意的情況
下，方可作實：－

1. 完成復牌建議書內所述的交易；

2. 於股東通函內載入下列各項：

(a)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年度盈利預測並附上核數師及財務顧問根據上市規則
附錄1b第29(2)段所發出之報告；

(b) 董事就復牌後至少12個月的營運資本充足作出聲明，並由核數師及財務顧問就上述董
事聲明提供告慰函；

(c) 完成復牌建議書後之備考資產負債表以及核數師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條發出之告慰
函；及

(d) 按相若招股章程準則就復牌建議書及本公司的相關資料做出詳細披露；

3. 刊發所有尚未提供的財務業績並妥善處理主要審計意見；

4. 提供由本集團內部監控審核顧問發出有關本集團設有充分和有效的內部監控制度之證明書；
及

5. 撤銷或解除清盤呈請及臨時清盤人之職務。

倘本公司之狀況出現變動，上市科或會修改復牌條件。

臨時清盤人及彼等各自之顧問就本公司重組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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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聲明

本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注意，(1)本集團重組的主要構成部份可能會出現其他變化；(2)本公
司股份恢復買賣，須受聯交所列明的多項復牌條件規限。

業績及分派

財務表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財政期間」或「期間」）的業績載列於第17

頁的綜合全面收益表。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期間，本集團錄得汽車零部件銷售及貿易之營業額約人民幣82,600,000元，較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一年財政期間」）的營業額約人民幣126,600,000元減
少約34.7%。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財政期間的約4.1%上升至二零一二年財政期間的約6.3%。二零
一二年財政期間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600,000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期間則錄得虧損
約人民幣200,000元。

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開始從事汽車零部件貿易業務及汽車零部件製造及銷售增長所致。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13分，而上一年度則為每股虧損
人民幣0.01分。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而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
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財政期間：無）。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負債淨額約人民幣359,600,000元，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
401,500,000元，而於二零一一年財政期間，總負債淨額約人民幣361,200,000元，流動負債淨額約
人民幣402,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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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分派（續）

現金流

於回顧期間內，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總額錄得正值約人民幣300,000元，而去年則為負值人民幣
8,7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1,500,000元（二零一一年財政期
間：人民幣1,400,000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期間內之變動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

資產抵押

本集團分別於北泰底盤及Profound的全部及40%權益已抵押作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的擔保。

或然負債

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或然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提供北泰創業承諾，而Fullitech提供Fullitech公司擔保，金額以
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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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期間內及直至本中報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Lilly Huang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蔡達英先生

目前並無非執行董事。

董事的服務合約

概無董事與本公司訂立任何固定任期。彼等將任職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

於本中報日期，尚未釐定董事之薪酬。彼等之薪酬稍後將參考其職責、本公司之薪酬政策及現行
市況後釐定。

董事的合約權益

於期間末或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存在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於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且本公司或
其附屬公司為訂約方的重大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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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本公
司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持有股份數目

董事名稱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未經行使
的購股權

之相關股份
權益概約

百分比總計
（附註2）

Lilly Huang女士（附註1） – 600,000,000 600,000,000 – 47.64%

蔡達英先生 – – – 500,000 –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Lilly Huang女士擁有其中52%權益）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規定，Lilly Huang女士被視為於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權益
中擁有權益。

(2) 計算以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已發行股份總數1,259,461,601股之百分比為基礎。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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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保存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除上
文就本公司若干董事所披露的權益外，下列股東已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及淡倉
知會本公司。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附註4）

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附註2） 600,000,000 47.64%

Mark Up Investments Limited 645,000,000 51.21%

Lilly Huang女士（附註2及3） 600,000,000 47.64%

周天寶先生（附註3） 653,832,000 51.91%

(1) 上表所列股份權益為好倉。

(2) 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擁有600,000,000股股份。Lilly Huang女士擁有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的52%權益，而其餘的48%權益則由周天寶先生全資擁有的Mark Up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

(3) 周天寶先生於本公司合共653,832,000股股份中擁有及被視為擁有權益。該等股份以下列身份持有：

(i) 8,832,000股股份以其個人名義持有；

(ii) 645,000,000股股份由周天寶先生全資擁有的Mark Up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規定，周天寶先生被視為於Mark Up Investments Limited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權益
中擁有權益；

(iii) 600,000,000股股份由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Mark Up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其中48%權
益）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規定，周天寶先生被視為於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權益中擁有權益。

(4) 計算以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1,259,461,601股之百分比為基礎。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的權益

概無本公司董事於任何可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構成競爭的業務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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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報告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23刊發。由於本集團的嚴峻財務困境，以及本公司股份於聯交
所長時間暫停買賣，董事無法就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整個期間是否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發表意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財務資料、監察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並與本公司核數師
保持良好工作關係。

因現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未達到組建審核委員會的最少人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公司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及報表未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

於本中報日期，本公司僅有一名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一直在物色合適人
選，以委任足夠數目的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重組審核委員會，以符合《上市規則》第
3.10(1)、3.10(2)及3.21條之規定。

符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證券暫停買賣，董事認為，自本公司證券暫停買賣日期起，上
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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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82,612 126,564

已售存貨成本 (77,373) (121,376)
  

毛利 5,239 5,188

其他收入 6 8,876 8,447

分銷及銷售費用 (2,670) (3,265)

行政費用 (4,389) (5,573)
  

經營溢利 7,056 4,797

融資成本 7 (4,119) (3,571)
  

除稅前溢利 2,937 1,226

所得稅 8 (1,293) (1,4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入總額 9 1,644 (176)

  

每股盈利╱（虧損） 11
基本及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0.1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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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41,965 41,52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 – –
  

41,965 41,526
  

流動資產
存貨 21,397 20,22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4 72,158 55,46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216 23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509 1,435
  

98,280 77,35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5 54,124 36,636

應付協議計劃款項 16 381,634 386,08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6,956 6,992

融資租賃承擔 26,375 26,784

高級票據 12,481 12,592

計息借款 10,174 4,233

應付稅項 8,071 6,785
  

499,815 480,103
  

流動負債淨額 (401,535) (402,747)
  

負債淨額 (359,570) (361,22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1,248 111,248

儲備 (470,818) (472,469)
  

總權益 (359,570) (3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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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股本 股份溢價
外幣換算

儲備 購股權儲備 合併儲備 累計虧損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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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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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111,248 1,462,047 74,085 8,161 (249,433) (1,783,428) (377,32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76) (176)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 2,100 – – 2,10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11,248 1,462,047 74,085 10,261 (249,433) (1,783,604) (375,396)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11,248 1,462,047 74,085 9,001 (249,433) (1,768,169) (361,221)
期內全面溢利總額 – – – – – 1,644 1,644
購股權失效 – – – (1,041) – 1,041 –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 7 – – 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11,248 1,462,047 74,085 7,967 (249,433) (1,765,484) (35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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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的淨現金流入 349 (8,742)

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 (2,609) (2,740)

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入 2,334 12,0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淨額 74 59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35 37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9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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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北泰創業集團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下稱「本公司」或「北泰創業」）乃一間根據開
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 1-1111, Cayman Islands及主要營
業地點位於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一座35樓。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而本公司之股份由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暫停買賣。

本公司乃投資控股公司。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銷售
及買賣汽車零部件及建築裝飾五金產品業務。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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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完整
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所
呈報之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開支由年初至今之金額之判斷、估算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與
此等估算不同。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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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以來就（其中包括）本公司若干董事及集團財務總監辭任、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北泰汽車工業控股有限公司（「北泰汽車」）逾期支付金融產品虧損約44,000,000港
元及債權人向本集團索償約人民幣326,000,000元而刊發若干公告後，應北泰創業之要求，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暫停買賣。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Lilly Huang女士（其後被Century Founders Group Limited所取代）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提出本公司之清盤呈請。同日，Fulli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Fullitech」）（北泰汽車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亦向
高等法院提出北泰汽車之清盤呈請。

同日，高等法院委任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先生、何熹達先生及楊磊明先生為本
公司及北泰汽車之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

高等法院將本公司清盤呈請的聆訊押後至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

誠如上文所述，本公司之股份已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

為恢復股份於聯交所買賣，本公司就建議重組本集團向聯交所提交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八日之復牌建議及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之經修訂建議（「復牌建議」）。復牌建
議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之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文所用詞彙與本公司作出的相關公
開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聯交所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發函告知本公司之財務顧問，其已決定准許本公司進行復
牌建議，惟本公司須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達成上述函件所載之條件，以令聯交所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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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續）

然而，由於達成復牌條件尚需額外時間，故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向聯交所申
請延長實施建議重組及達成復牌條件的時間。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進一步修訂
復牌建議（「最終建議」），其中載有由投資者、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之認購協議之條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聯交所書面告知本公司財務顧問，聯交所已決定允許本公司著手
最終建議，惟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達成下列經修訂復牌條件：

(a) 完成最終建議項下之交易；

(b) 將下列各項載入致股東之通函：

(i) 最終建議及有關本集團資料之詳盡披露；

(ii) 董事聲明，確認營運資金足以維繫復牌後至少12個月，及本公司核數師及財務
顧問就董事聲明發出之釋疑函件；及

(iii) 最終建議完成後出具備考資產負債表，及由核數師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條發出
之釋疑函件；

(c) 刊發所有未公開之財務業績，且主要審核保留意見已獲妥善處理；

(d) 提供本集團內控審核員發出之確認書，確認本集團設有充足及有效的內控制度；及

(e) 撤回或取消清盤呈請，並解除臨時清盤人之職務。

倘本公司情況改變，聯交所可修改復牌條件。

臨時清盤人及彼等各自之顧問正努力達成聯交所所規定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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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續）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涉及(i)債務重組；(ii)建議股本重組；(iii)

建議發行認購股份；(iv)建議發行B類股份；(v)建議發行認股權證；(vi)申請清洗豁免；(vii)

建議採納經修訂及經重列章程大綱及細則；(viii)委任董事；(ix)更改公司名稱；及(x)持續關
連交易之建議重組之通函已寄發予股東。通函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
十一月二十日之公告。

建議本集團重組

本集團之建議重組將分兩部分開展（即債務重組及股本重組），旨在處理下文「債務重組」一
節所述之本公司及北泰汽車之債務問題，並規範經重組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資本需求。

債務重組

債務重組乃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6條，通過實施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及北泰汽車協議計劃，
分別處理本公司及北泰汽車之債務問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兩項協議計劃分別獲
本公司及北泰汽車債權人批准（分別稱作「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及「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統
稱為「協議計劃」）。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黎嘉恩先生、何熹達先生及楊磊明先生獲委
任為各項協議計劃之共同及各別管理人（「協議計劃管理人」）。協議計劃隨後獲高等法院批
准，並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生效日期」）生效。有關協議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
告（「該等公告」）。除另有說明者外，本文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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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建議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創業協議計劃

根據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建議本公司債務將由以下方式償還：

(a) 本公司主要股東周天寶先生（「周先生」）存放於本公司之金額2,000,000港元；

(b) 本公司對為配合北泰創業協議計劃項下提議之債務重組而註冊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
（「北泰創業特殊目的公司」）承擔固定金額為200,000,000港元之還款義務，據此，本
公司將於北泰創業協議計劃生效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上述金額（「北泰創業還款義
務」）；及

(c) 透過北泰汽車協議計劃分配可從北泰汽車及Fullitech收回之金額。

上文(a)、(b)及(c)項統稱「北泰創業協議計劃資產」。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

根據北泰汽車協議計劃，建議北泰汽車債務將由以下方式償還：

(a) 北泰汽車向根據北泰汽車協議計劃註冊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
司」）支付現金總額15,000,000港元（「北泰汽車義務」）；

(b) 出售四間獨立第三方公司（「四間第三方公司」）之股權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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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建議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續）

(c) 下述各項將產生之淨現金流量╱所得款項淨額：

(i) 北泰汽車懸架製造（北京）有限公司（「北泰懸架」，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不再綜合入賬之前附屬公司）及Profound Global Limited（「Profound」，本集團聯
營公司）於五年期間將產生之淨現金流量本金額1,381,000,000港元（連同有關利
息）（「北泰汽車還款義務」）。

 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由以下各項擔保：

(1) Fullitech向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
義務為限（「Fullitech公司擔保」）；

(2) 本公司作出之公司承諾，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為限（「北泰創業承
諾」）；

(3) 對周先生直接及間接持有之本公司股權設立第一法定押記；

(4) 對北泰汽車持有之北泰汽車底盤系統（安徽）有限公司（「北泰底盤」）100%

股權設立股份押記，金額以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為限；及

(5) 對北泰汽車持有之Profound 40%股權設立股份押記，金額以北泰汽車還
款義務為限；

或

(ii) 出售北泰懸架及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持有之Profound 60%股權之所得款項淨
額。

(d) 出售獨立第三方公司CX Tech Inc.及Sumitech Engineering Inc.（統稱「美國公司」）之股
權之所得款項淨額，如該等股權於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生效日期起五年內出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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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建議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續）

(e) 於北泰汽車還款義務全部履行後，出售北泰懸架之所得款項淨額。

除上文所述者外，在北泰汽車協議計劃項下，亦有一套替代機制，即若北泰汽車協議計劃
管理人收到任何以一次性方式收購全部╱部分資產之現金收購要約，包括四間第三方公司
及Profound之股權以及北泰汽車持有之北泰底盤之股權，並解除所有相關之擔保、抵押及承
諾，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管理人在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生效並徵得各協議計劃之債權人（「協議
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協議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同意後可召開協議計劃債權人會議以考慮
並酌情議決批准上述收購要約。

作為執行北泰創業協議計劃及北泰汽車協議計劃（該兩個協議計劃均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
九日生效）之一部分，本集團已將於北泰汽車工業有限公司（「北泰汽車工業」）、北泰懸架、
東方新科有限公司（「新科」）及順利國際有限公司（「順利國際」）之全部股權轉至北泰汽車特
殊目的公司或北泰創業特殊目的公司。北泰汽車工業及北泰懸架（統稱「中國附屬公司」）在
彼等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不再綜合入賬前為本集團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協議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
五日之公告。

於生效日期後，已作出如下影響協議計劃的若干建議：

北泰創業協議計劃

(a) 解除或豁免Fullitech結欠本公司之全部款項（該筆款項根據北泰創業協議計劃之條款分
派予北泰創業特殊目的公司），惟Fullitech作為北泰汽車之債權人有權收取且根據北泰
汽車協議計劃之條款將由北泰汽車協議計劃管理人分配之款項除外；及

(b) 將履行北泰創業還款義務之時間由生效日期起計12個月內延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或與投資者所訂立認購協議完成時（以較後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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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建議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北泰汽車協議計劃

(a) 解除Fullitech公司擔保；

(b) 解除對北泰汽車於北泰底盤之全部股權之股份抵押；

(c) 解除北泰創業承諾，且作為解除之代價及於解除之同時，投資者所認購之377,838,480
股認購股份將發行及配發予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並將構成北泰汽車協議計劃之協
議計劃資產其中部分；及

(d) 解除或豁免北泰底盤結欠北泰汽車之全部款項（該筆款項根據北泰汽車協議計劃之條
款分派予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

待獲得高等法院、開曼群島大法院及任何其他相關方之一切必要同意、授權及╱或裁決
後，預期於重組完成時上述義務將全面解除，而全部財務負債╱對本公司及北泰汽車之申
索將隨之全面解除。

發行15,000,000港元高級票據（「高級票據」）

為履行北泰汽車義務，本公司、北泰汽車、臨時清盤人及Omni Success Limited（「OSL」或
「認購人」）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此，北泰汽車同意發行，
而認購人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15,000,000港元之一年期高級票據。高級票據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八日獲發行，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到期，募集款項將用於支付北泰汽車義務。

高級票據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本金： 15,000,000港元

利率： HIBOR（三個月期）+1.05%

償還貸款本金： 於到期日，全部未付貸款連同所有應計但未付利
息須一次付清

到期日： 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

* 高級票據之到期日透過有關訂約方以發出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二零一二年九月六
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
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附函之方式由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延長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高級票據
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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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建議本集團重組（續）

債務重組（續）

發行15,000,000港元高級票據（「高級票據」）（續）

根據認購協議，本公司同意向OSL（作為認購人股東）發行認股權證（「認股權證」），以供其
認購北泰汽車高級票據。本公司、認購人股東及臨時清盤人將就發行認股權證訂立認股權
證契據。行使認股權證產生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14,700,000港元，將用作經重組集團之營運
資金。

截至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日期，北泰創業還款義務及北泰汽車還款義務尚未清償。然而，經
周詳考慮及顧及本集團整體重組之狀況後，協議計劃債權人委員會及各公司若干主要協議
計劃債權人同意，為協議計劃債權人整體利益考慮，協議計劃繼續生效。

股本重組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臨時清盤人及投資者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載
列（其中包括）建議發行認購股份及建議發行無投票權可換股B類股份之條款（「股份認購協
議」），該協議構成本公司重組之一部分。

待達成股份認購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後，投資者將以約250,000,000港元之總現金代價認購
下列各項：

(a) 按認購價每股0.1168港元認購1,555,538,480股普通股（「認購股份」）。投資者將予認購
之1,555,538,480股認購股份中，377,838,480股將以北泰汽車協議計劃債權人為受益人
發行及配發予北泰汽車協議計劃之特殊目的公司北泰汽車特殊目的公司；及

(b) 按認購價每股0.1168港元以一兌一的比率認購585,546,241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B類
股份（附帶權利轉換為普通股）。

完成股份認購協議後，投資者將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有關股本重組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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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為約人民幣401,535,000

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2,747,000元）及約人民幣359,570,000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61,221,000元）。該等條件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
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日常業務範圍內變現其資產及解
除其負債。

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設本公司之建議重組將順利完成，且於財務
重組後，本集團將繼續於可預見未來悉數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

倘本集團未能順利進行重組及持續經營其業務，中期財務報表須作出調整，以調整本集團
之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就未來可能產生之負債作出撥備，並重新將非流動資產及負
債分別分類至流動資產及負債。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該等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
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釐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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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期間汽車零部件及建築裝飾五金產品製造、銷售及貿易的收入。本集團本期間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汽車零部件 54,141 58,846

建築裝飾五金產品 28,471 67,718
  

82,612 126,564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的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
推廣策略，因此各可呈報分部均獨立管理。

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汽車零部件
建築裝飾
五金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54,141 28,471 82,612

分部溢利╱（虧損） 926 (666) 260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未經審核 123,925 14,451 138,376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58,846 67,718 126,564

分部溢利 1,198 725 1,923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108,473 8,974 11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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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分部資料（續）

可呈報分部損益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260 1,923

公司及未分配損益 6,796 2,874
  

營運綜合溢利總額 7,056 4,797
  

6.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淨匯兌收益 8,571 8,192

政府補助（附註） 50 50

利息收入 2 3

其他 253 202
  

8,876 8,447
  

附註： 政府補助由地方政府部門授予本集團，主要作為對本集團發展的鼓勵及對地方經濟發展所作貢獻的
獎勵。



33 北泰創業集團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中報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借款的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 – 123

 －應付北泰汽車協議計劃款項 3,414 3,414

 －高級票據 82 –

 －貼現票據 623 34
  

4,119 3,571
  

8.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自並無賺取任何應課稅
溢利，故並無作出利得稅撥備。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在與稅務機關協議所規限下，
本集團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未動用稅項虧損約人民幣232,976,000元（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2,976,000元）可用作抵銷未來溢利約人民幣232,976,000元（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2,976,000元）並可無限期結轉。由於該附屬公司的未來溢利
流量不可預測，並無就該等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9. 期內溢利╱（虧損）

本集團期內溢利╱（虧損）在扣除以下金額後列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77,373 121,376

折舊 2,170 7,328

員工成本 1,941 1,931

董事酬金：

 袍金 – –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7 2,100

7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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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11.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644,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17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

1,259,461,601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9,461,601股）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本公司股份已暫停買賣，且並無本期間每股平均市價的
資料。由於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緊接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前的市價，因
此，呈列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本
公司的未行使購股權並無行使。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四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41,526 44,618

添置 2,609 4,236

期內折舊 (2,170) (7,328)
  

於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未經審核 41,965 41,526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機器及設備的賬面值約達人民幣
16,2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9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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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股權投資成本 160,461 160,461

－應佔收購後溢利及虧損 148,421 148,421
  

308,882 308,882

減：減值虧損 (308,882) (308,882)
  

– –
  

(a) 由於將轉至北泰汽車協議計劃之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之持續經營虧損及資不抵債之財
務狀況，董事認為不大可能收回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08,882,000元
之賬面值之任何金額，且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減值作出全面撥
備。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實體名稱 成立╱經營地點
已發行普通
股本之面值

本集團持有股本
權益比例 主要業務

Profound Glob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20,000股每股面值
 1美元之普通股

40% 投資控股

(c) 誠如附註2所載，本集團於Profound之40%股權已用作北泰汽車還款義務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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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 41,324 36,851
應收票據 12,314 4,233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8,520 14,383

  

72,158 55,467
  

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的賒賬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
款（扣除減值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28,477 31,217
91至180日 3,903 5,327
181至365日 8,779 307
超過1年 165 –

  

41,324 36,851
  

應收票據

以下為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6,355 4,233
91至180日 5,959 –

  

12,314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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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 24,181 14,53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9,943 22,105
  

54,124 36,636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3,509 10,584

91至180日 4,358 1,844

181至365日 6,314 1,449

365日以上 – 654
  

24,181 14,531
  

購買貨品的平均賒賬期為90日。

16. 應付協議計劃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北泰創業還款義務 164,120 166,660

應付北泰汽車協議計劃款項 155,254 156,198

應付北泰創業協議計劃款項 62,260 63,223
  

381,634 38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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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提供北泰創業承諾及Fullitech

提供Fullitech公司擔保，總額高達北泰汽車還款義務。

18.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本集團在進行中的建議重組有若干更新，且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
表附註2。

19.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財務報表乃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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