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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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CEC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9）

2012/2013年度中期之業績公佈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10月31日
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611,666 367,613
銷售成本  (453,058) (280,138)
   

毛利  158,608 87,475

其他收益，淨額 3 – 493
銷售及分銷開支  (91,472) (24,467)
一般及行政開支  (54,992) (47,498)
   

經營溢利 4 12,144 16,003

融資收入  15 23
融資成本  (6,343) (4,708)
   

融資成本－淨額 5 (6,328) (4,685)
   
   

除稅前溢利  5,816 11,318
稅項 6 (1,761) (3,012)
   

期內溢利  4,055 8,306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8 0.61港仙 1.2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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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4,055 8,30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轉變 184 65

匯兌差額 (1,900) 10,87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39 1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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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 於2012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0,764 21,080
 物業、機器及設備  419,289 379,900
 投資物業  127,245 70,17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9,245 9,072
 租金按金  23,908 12,354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及
  投資物業之已付按金  1,355 10,811
   

  601,806 503,395
   

流動資產
 存貨  153,635 118,383
 應收貨款 9 124,842 126,14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50,782 22,979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092 27,7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3,517 38,622
   

  391,868 333,880
   
   

資產總值  993,674 837,275
   

權益
股本  66,619 66,619
儲備
 建議末期股息  – 3,331
 其他  412,993 410,654
   

權益總值  479,612 480,60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  3,635 3,135
   

流動負債
 借款 10 414,207 279,087
 應付貨款 11 51,790 36,84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40,706 34,608
 應付稅項  3,724 2,992
   

  510,427 353,536
   
   

負債總值
  514,062 356,671
   
   

權益及負債總值
  993,674 837,275
   

流動負債淨值  (118,559) (19,6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3,247 48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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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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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本中期財務報
表應與截至2012年4月30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高出約118,559,000港元，此主要是因為
一部份銀行借款按合同規定是於一年後到期還款但包含按要求隨時付還條文，此部份銀行借
款為數約70,297,000港元，並已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隨
時付還條文的有期貸款的分類」而分類為流動負債。在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董事已考慮在
合理情況預期可獲得的一切資料，並認為有關銀行行使其要求即時付還酌情權之機會不大。
因此，董事相信有關銀行借款將根據相關貸款協議所載之計劃還款日期而償還。此外，本集
團之預測反映，本集團將具備足夠的財務資源，以支持本集團於可見未來之營運。根據此等
情況，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應付其在未來12個月內到期之負債，故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
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2012年4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本集團已就2012年5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目前與本集團無關之下列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和為首次採用者取消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新詮釋及準則及詮釋修訂已於2012年5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頒佈但
尚未生效，且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第9號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第四次年度改進項目（2011年） 對2012年6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預期採納該等新準則、新詮釋、準則及詮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5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管理層」）定期審視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已
決定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報告分部，即(i)電子元件製造；(ii)零售業務及(iii)持有投資物業。提供給管理
層決策之用的分部資料均與財務報表計量一致。

 電子元件製造 零售業務 持有投資物業 對銷 合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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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259,444 311,249 351,076 54,503 1,146 1,861 – – 611,666 367,613
 分部間銷售 – – – – 687 93 (687) (93) – –
          

 259,444 311,249 351,076 54,503 1,833 1,954 (687) (93) 611,666 367,613
          

分部業績
 經營溢利╱（虧損） 11,489 19,566 4,500 (2,301) 417 2,776   16,406 20,041
       

企業開支         (4,262) (4,038)
融資成本－淨額         (6,328) (4,685)
          

除稅前溢利         5,816 11,318
稅項         (1,761) (3,012)
          

期內溢利         4,055 8,306
          

折舊及攤銷 15,767 18,887 6,882 2,287 11 16   22,660 21,190
          

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49,647 50,132 92,065 17,459 490 336   142,202 67,927
          

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金融工具）
 之增加 3,130 2,004 72,624 45,492 57,067 –   132,821 47,496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於2012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10月31日 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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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555,099 559,939 315,621 205,271 127,788 76,871 (5,020) (5,122) 993,488 836,959
未分配資產
 －企業資產         186 316
          

         993,674 837,275
          

分部負債 69,585 58,422 22,371 12,412 4,839 4,946 (5,020) (5,122) 91,775 70,658
借款         414,207 279,087
未分配負債
 －遞延所得稅         3,635 3,135
 －應付稅項         3,724 2,992
 －企業負債         721 799
          

負債總值         514,062 35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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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於2012年 於2012年
 2012 2011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539,922 291,539 601,803 503,380

其他國家 71,744 76,074 3 15
    

 611,666 367,613 601,806 503,395
    

按地區劃分之收益是以送貨目的地或向客戶銷售之地點釐訂。

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乃根據有關資產所在地釐訂。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來自單一外部客戶之收益約為55,584,000港元（ 2011年：
81,081,000港元）。此等收益來自電子元件製造分部。

按類別分類之營業額分析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電子元件製造 259,444 311,249

貨品銷售－零售業務 351,076 54,503

租金收入 1,146 1,861
  

 611,666 36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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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1,723

撇銷及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1,230)
  

 – 493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記賬）下列項目：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攤銷 258 256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356,899 174,061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2,402 20,93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22,359 96,624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備╱（撥回） 76 (381)
  

5.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之利息支出（附註）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042 4,521

 －無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301 187
  

融資成本 6,343 4,708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5) (23)
  
  

 6,328 4,685
  

附註： 按還款期作出之分類是基於貸款協議所載之計劃還款日期而得出，當中並無考慮任
何須按要求償還之條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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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本公司於百慕達成立並獲豁免百慕達稅項至2016年。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按16.5%（2011年：16.5%）之稅率計算撥備。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根據中國內地
稅法計算之應課稅所得按25%（2011年：25%）之稅率繳納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其他海外稅
項已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 1,008 2,193

海外稅項包括中國內地
 －本期 253 69

遞延稅項 500 750
  

 1,761 3,012
  

7.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1年：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綜合溢利約4,055,000港元（2011年：
8,306,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66,190,798股（2011年：667,030,186股）計
算。

截至2012年10月31日及2011年10月31日止各6個月內，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因
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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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貨款
應收貨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於2012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51,914 55,537

31-60日 31,642 35,168

61-90日 20,307 19,474

91-120日 8,692 5,391

超過120日 14,919 13,131
  

 127,474 128,701

減：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2,632) (2,555)
  

 124,842 126,146
  

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所成立之應收賬監察委員會對每名客戶持續作信貸及收賬評
估。本集團向付款紀錄良好並已與本集團建立良好關係之客戶平均給予1個月至4個月之信貸
期。

10. 借款
已訂約須於一年後償還但含有須按要求償還之條款之銀行借款約70,297,000港元已根據香港
詮釋第5號「呈列財務報表－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期貸款之分類」列為流動負債。

11. 應付貨款
應付貨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於2012年
 10月31日 4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1,436 26,659

31-60日 12,547 8,452

61-90日 4,517 975

91-120日 1,267 84

超過120日 2,023 679
  

 51,790 3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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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總覽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之6個月，可算是一個充滿著挑戰與機遇的半年。一方面，集
團之電子元件製造業務正經歷經濟周期中的嚴冬。另一方面，零售業務則有著令人
鼓舞的發展。來自759阿信屋的收益，不但抵銷了線圈業務的下跌，更將集團的總
收益推高至611,666,000港元（2011年：367,61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6.4%。
於期內，本集團之毛利錄得158,608,000港元，亦較去年之87,475,000港元增加約
71,133,000港元。毛利增加主要來自零售業務的業務增長。毛利率則為25.9%（2011

年：23.8%）。

由於759阿信屋採取公道定價的經營策略，以薄利多銷形式推廣日本、韓國、台灣、
歐盟及美國等地的零食及食品予香港普羅市民，自開業至今，受到廣大尊貴客戶
的支持及認同。759阿信屋之分店數目從去年年結日的71家增加至本年度10月之111

家，增幅為40家。與去年同期之47家相比，同比增幅為64家。

回顧期內，集團之銷售及分銷費用和一般及行政費用分別為91,472,000港元及
54,992,000港元，較去年增加67,005,000港元及7,494,000港元。銷售及分銷費用之增
加主要來自擴充零售業務所衍生的店舖租金、前線員工薪資及相關之物流成本。
雖然零售業務之經營溢利已能在759阿信屋開業短短兩年多內轉虧為盈，並為集團
整體溢利稍作貢獻。惟集團之核心業務－電子元件製造業務正受全球經濟周期所
拖累而令經營溢利下跌8,077,000港元。綜合以上兩個主要因素，集團期內之經營
溢利共錄得12,14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859,000港元。本集團之綜合溢利為
4,055,000港元（2011年：8,30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4,251,000港元。

電子元件製造業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電子元件製造，產品被廣泛應用於各類流動通訊設備、照明
產品、家用電器、電腦及其周邊產品、電源裝置等不同範疇之電子、電器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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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工業製造的營商環境極具挑戰。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電子
元件業務之收益為259,44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311,249,000港元下跌16.6%。電
子元件業務佔集團總收益亦從去年之84.7%下降至42.4%。儘管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上
升，由於收益實質金額下降，期內之經營溢利為11,489,000港元（2011年：19,566,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8,077,000港元。電子元件製造業務之經營溢利下跌是集團
期內溢利下降的最重要因素。

隨著全球主要經濟體系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放緩或停滯，低迷的消費意慾亦影響到
總體電子消費品的需求。在整體需求下降及客戶議價能力大增的前題下，製造商
必須以更高昂的成本或接受更多轉嫁風險作為維持訂單水平之代價。

幸而，集團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已一改以往對製造業實行重資本性投資的經營模
式，並積極開拓零售及物業投資業務，以緩減集團短期對製造業的過度依賴，讓集
團在製造業低谷期時，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由於部份設備、裝置在期內已完成折舊，加上未有大型項目展開，期內集團電子業
務之折舊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3,120,000港元。加上期內之商品價格較以往穩定，令
製造業務之毛利率輕微上升至23.6%（2011：22.7%）。

縱然外圍市況不穩，憑藉集團逾三十年的經驗，曾經歷多次經濟周期與循環，現階
段之發展仍在集團可掌控之範圍內。我們將與員工携手合作，用沉着、堅忍的態度
繼續奮戰。綜合各方力量，我們有信心克服面前經濟周期中的不明朗因素，並寄望
大地能盡快回春。

零售業務

在回顧期內，零售業務有着令人鼓舞的發展。隨著分店網絡增加，來自零售業務的
收益亦自去年的54,503,000港元激增至351,076,000港元。零售業務亦正式超越線圈
業務成為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佔集團的收益由去年14.8%大幅增加至今年57.4%。



12

收益增加有助毛利上升，期內毛利為96,565,000港元，毛利率則為27.5%（2011：
27.8%），較傳統線圈製造業為高。零售業務拓展亦令期內之分銷及行政費用上升至
92,065,000港元。在短短兩年的經營期內，阿信屋已初步取得成績，經營溢利由虧
轉盈。共錄得4,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801,000港元。（2011：虧2,301,000

港元）。

截至本報告當日，759阿信屋共擁有117家分店。集團在2012年內已基本完成了120

家分店的目標，較原先預計提早逾半年時間。過去，阿信屋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踏
足市場。公司由最初只願投入有限資源，至近年以傾集團之力來發展零售業務，是
因為我們在早已被雄據的零售市場中，難得找到一個能讓阿信屋發展、支持者認同
的營商模式。我們深明阿信屋的對手都是經驗老到、實力雄厚的大型零售商。若我
們執於一般的市場經驗而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來加大市場份額，相信我們可
能早已錯失了令阿信屋發展的僅有空間。儘管高速發展難免為集團的營運資金構
成短期壓力，集團在沒有尋求配股集資的情况下，盡量利用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
以對應之。我們確信，過去一年所付出的努力及代價，是集團在未來市場爭奪中，
鞏固我們地位的重要橋頭堡。

下一步，我們會將焦點從擴展網絡轉至鞏固業務上。與此同時，我們將更積極開拓
貨源。過去，我們只能透過海外批發商取得供應。我們現正著手接觸更上游的產品
製造商甚或與更大規模的經銷商取得聯繫。憑著阿信屋現今之網絡及規模，我們
希望以穩定及長期訂單來換取供應商較好的價格。亦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不
損害我們以公道價格販賣的原則下，為集團帶來較合理的表現機會。

在營運方面，我們擁有一群充滿熱誠的員工，為客戶提供貼心服務，並與阿信屋共
同締造一個舒適、滿意的購物環境。在零售業普遍吹淡風下，客戶對我們仍給予源
源不絕的支持，令阿信屋得以在幾許風雨中成長。縱然我們仍未能得到本地主要
經銷商的供貨，幸而，集團從日本、韓國、台灣、歐盟及美國等地的供應關係上得
到重要支援。集團在沒有任何品牌代理權的情況下，仍能以現今法例容許的平衡
進口模式取得貨源。我們銳意將日本、韓國、台灣、歐盟及美國等地的質優、廉宜
又新穎的貨品以不斷推陳出新的方式法介紹予本港市民。雖然，在採購過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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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經歷不少不足為外人道的挫折，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尋求各樣解決方案來彌補
當前障礙所造成的缺失。同時，阿信屋在幾乎沒有本地供應商的緩衝貨存供應下，
零售業務仍錄得20天庫存周轉率的超不俗成績。集團向為我們的盡心盡力的員工
致意。期內，集團因過期、付運或儲存而引致包裝損耗的貨品庫存成本佔零售營業
額不足0.05%。儘管如此，我們將精益求精，繼續改善流程作業，以更嚴謹的態度
來進一步控制成本。與此同時，集團亦不時提升自行開發的零售數據管理系統，務
求以更即時的銷售情況作訂定採購計劃及物流補貨的重要依據。

作為一間只有兩年零售經驗的零售業者，能發展至現今的規模，過程中實在有賴
得到多方的協助與支持。當中包括我們的業主，在我們零售資歷未足，仍願意通融
阿信屋在他們經營的商場內建立零售點。租金方面，我們以薄利多銷的營運來平
衡租金開銷。時至今日，總體店鋪租金佔零售收益約10%，尚在集團可掌控的範圍
內。

投資物業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集團的租金收入為1,146,000港元，低於去年同期之
1,861,000港元。去年同期內，為支援零售業務，集團將部分投資物業收回轉作食品
倉庫。按相關會計規則規定，投資物業轉作自用的物業須以轉變當日的公平值入
賬。因此，去年同期集團錄得一筆為數1,723,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於
回顧期內，在預期低息環境下，集團繼續利用盈餘資金購買本地物業。若干該等物
業用於集團之零售營運，其餘則持有作為投資用途。投資物業之分部資產總值因
而從去年年結日之76,871,000港元增加至127,7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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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金盈餘及債務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為
62,609,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66,372,000港元）。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就
透支、借款、貿易融資、應收貨款讓售等之銀行信貸總額（不包括外匯衍生工具額
度）約為476,475,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381,903,000港元）。於同日之未動用信貸
約為62,268,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102,816,000港元）。於2012年10月31日，為數
402,747,000港元已動用之銀行信貸額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投資物業、應收
貨款、銀行存款和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作為抵押。此外，本集團尚須符合與主要融資
銀行所釐定之若干財務限制條款。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能符合該等財務限制
條款。

由於期內零售業務發展迅速及購買物業，本集團於2012年10月31日由各銀行提供之
借款總額為414,207,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279,087,000港元），增加135,120,000

港元。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為0.42（2012年4月30日：0.31），較
去年財政年度之年結日上升0.11。此外，於同日本集團並沒有或然負債（2012年4月
30日：無）。

（ * （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與（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和現金加權益總值）之比率）

資產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存貨為153,635,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118,383,000

港元），存貨增加主要是支援新業務發展的必要零食及食品庫存。與此同時，集團
於2012年10月31日之總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包括零售店舖租金按金）亦隨
著759阿信屋的零售網絡增加而上升至74,690,000港元。

自2008年海嘯以來，集團一直對全球電子消費市場的持續增長持保守態度，並決定
停止對生產業務作大規模投資以保留資金作開拓其他較穩定的收入來源。考慮到
本地市場資金氾濫，加上集團之借貸均以港元計算，為妥善保存集團資產，集團自
2009年度起有序地將回籠之資金作購入本地工業及住宅物業作自用或收租用途，
並在期內逐步抵押予銀行作取得部分銀行信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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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開支

隨著業務增長及借貸增加，集團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利息支出為6,343,000

港元（2011年：4,708,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635,000港元。

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5,628,000港元（2011年：
1,025,000港元）。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7,131,000港元（2011年：現金流入淨
額為14,970,000港元）。儘管電子市道低迷，線圈業務依然是集團重要的資金流入
來源。並為期內店舖網絡急速拓展提供重要支援。截至2012年10月31日，單是店舖
租賃按金，租金上期及預付租金，零食庫存及採購零食存貨預付款共約107,000,000

港元。以上各項零售款項已為經營業務造成超過60,000,000港元之現金流出。隨著
集團將發展焦點從增佔市場份額轉作鞏固業務；同時集團在收集銷售數據後已能
基本平衡訂購水平；加上應節食品陸續推出市場；均可令部分積壓資金加快回流。
為此，我們相信，集團下半年的資金流將持續改善。與此同時，投資業務之現金
流出淨額為110,406,000港元（2011年：38,249,000港元），主要用作購買若干物業及
零售業務店鋪裝修。期內，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111,909,000港元（2011年：
22,254,000港元）。隨著借貸增加導致期內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增加。

現金流量摘要  截至10月31日止6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7,131) 14,970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10,406) (38,249)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11,909 22,25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 (15,628) (1,025)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118,559,000港元（2012年4月30日：
19,656,000港元），流動比率為0.77倍（2012年4月30日：0.94倍）。當中包括為一筆為
數約95,175,000港元抵押貸款（一年內還款期為24,878,000港元；超過一年後還款期
為70,297,000港元），這筆70,297,000港元超過一年後還款期但包含按要求隨時付還
條文的銀行貸款。由於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載有按要
求隨時付還條文的有期貸款的分類」規定，已按要求分類為流動負債。因應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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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於過去12個月的高速發展，為集團帶來衍生自購貨、預支租金及按金的額外經營
現金流出，對集團的營運資金構成短期壓力。所需之額外現金流大部份已透過以
集團物業及其它資產作抵押向銀行進行融資。計及現有可動用之銀行信貸，以及
已計劃擴展速度減慢而紓緩之資金需求，管理層認為集團具備充足的營運資金以
應付集團需要，此刻並無配股集資的考慮。

資產之抵押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總賬面值約340,217,000港元（ 2012年4月30日：
235,132,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已用作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集中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主要的收益貨幣為港元、人民
幣及美元；而主要的成本貨幣為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日圓。本集團將盡其所能，
在有需要時以遠期合約對沖潛在之外匯波動。倘若人民幣幣值大幅上升，將對本
集團之成本增添壓力。為此，本集團將密切注意人民幣之波動趨勢。

僱員

於2012年10月31日，本集團共僱用約3,700名（2011：4,000名）員工。僱員酬金乃參
考市場標準、個別表現、學歷資格及工作經驗釐定，定期作出檢討，及按約定員工
褔利包括退休金計劃、醫療保險、在職培訓、教育資助及其他依所在地法定社保薪
假等等。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可授予合資格員工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2011年：無）。而該購股權
計劃已於2012年9月25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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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集團繼續積極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我們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慈善、義工及健康
活動，鼓勵員工關懷社會，促進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平衡發展。我們亦提供捐款予慈
善團體及教育機構，盡力投入社會公益活動。期內參與之活動撮要如下：

• 為香港城市大學、東華學院及職業訓練局設立759阿信屋獎學金，支持本地高
等教育，鼓勵學生努力學習。

• 贊助中學生參與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十一屆青少年企業領袖訓練課程」，
培育本地青少年發展領導才能。

• 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合作舉辦「759阿信屋會員卡設計比賽」並捐出獎學金，鼓
勵創意發展，為同學提供一個實現設計概念的平台。

• 開設「東華學院．759協作小賣店」，為東華學院學生提供工作實習的機會。

• 贊助中華仁人家園發起的「香港大澳棚屋復修及社區發展計劃」，並組織義工
隊參與，透過不需要全面清拆及重建的方法，去維修和保養棚屋，以改善大
澳區低收入家庭的住屋質素及保育大澳獨特的漁村文化建築群。

• 捐助「2011/12年度商界展關懷」計劃，支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展社區項目，
提升本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

• 捐助香港耆英協進會舉辦之「港島區售旗日」，發揚長者「自助」、「互助」、「助
人」的精神。

• 在759阿信屋分店內，贊助奧比斯擺放捐款箱，為奧比斯籌募捐款。

• 鼓勵中山高雅員工參與東鳳鎮「十萬巿民健身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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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禮品及優惠卡予不同的慈善機構及學生組織，如：寶林浸信會白普理長
者鄰舍中心、自閉癥人士福利促進會、天水圍婦女聯合會、香港聖公會主誕
堂長者鄰舍中心、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等。

於2012年，本集團核心附屬公司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
發「連續5年商界展關懷」標誌。

未來展望

由於外圍環境持續不穩，電子零件製造業務在過去的一年中可算是在谷底營運。
我們將更嚴守紀律，並不時勉勵員工謹守崗位，以沉著的態度對應周期中的起跌。
自今年十月起，電子元件之訂單情況展露了一點曙光，該趨勢並能持續至11月。在
經營環境沒有再度惡化的情況下，線圈業務應能站隱陣腳。

三十來年，我們抵禦了不少經濟循環及周期。亦明白到在周期完結前，我們亦只能
以求存的方式繼續營運。我們亦確知，在風雨過後，電子零件製造業又將再度成為
集團發展的核心動力。

零售業務方面，除建立重要之戰略性據點外，我們中期的店舖擴展計劃將在開設
120家分店後暫緩。下一步，我們會將焦點從擴展網絡轉至鞏固業務上。

在管理層決意以零售業務為集團發展基柱的同時，集團已深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
早已被經驗豐富且實力雄厚的零售業者所雄據的市場。我們更為日後擴展及維持
業務上，會遇到極大挑戰作好心理準備。

為此，集團先以非常的速度掠奪較易進佔的市場基地。同時亦不斷找尋新的貨源以
抵銷被欄截的供應。縱然我們在供應上仍屢受挫折，幸而，我們的銷售實績亦為部
份供應商產生了新的期望，並默許其產品繼續以平衡進口模式持續供應予阿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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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僱傭關係上，我們的員工充滿熱誠，配合公司提供合理的回報，總算讓阿信屋聚
集了一群肯為行業和公司奮併的鬥士。

融資方面，我們充份利用了銀行的押滙系統，令集團從未曾向供應商提出賒帳要
求。為此，供應商只需單以發展前景來評鑑是否與阿信屋建立業務關係，省卻集團
須為年資短淺而作多番遊說。讓集團有更多時間來累積銷售實績，並為日後長遠
供應關係發展提供堅實數據基礎。

集團亦嘗試重新打開本地採購之門，以減少完全依賴以平衡進口的模式經營。現
階段亦有本地大型供應商與我們有初步的試驗性合作。最近，我們加大了從歐洲
和美洲的採購，由於商品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我們也傾向開設較大面積的店舖，
並希望藉此提供一個更高質素的優閒購物環境。我們亦嘗試在部份店舖提供咖啡
茶座，務求為客人帶來更新的感受。

公司領導層強調，我們的發展雖然進取卻非冒險。反之，我們正是把握市場難得出
現的空隙以鞏固我們於零售業的求存空間。為此，我們更須密切注視對手及市場
的變化，並不斷調整策略。同時，我們將堅守公道價格的策略。亦只有如此，集團
才可以長遠地在本地零售業分一杯羹。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
附屬公司於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
守則（「該守則」）之原則，並一直遵守該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事
項除外：

1.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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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9月29日前，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由本
公司兩位不同的執行董事擔任。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各自之職務被重新分配，
董事會主席林偉駿先生由2009年9月29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並
自此履行行政總裁之職責。此為偏離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之規定，該
守則條文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然
而，林偉駿先生為本集團之創辦人，於行業內具備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對本
集團運作相當重要。董事會相信目前由一人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架構
可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的一致領導及讓規劃及執行業務決定及策略更有效
率和更具效益。董事會認為目前該架構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整體利
益。

2.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由於當時身體不適並無出席本公司於2012年9月27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2012年股東週年大會」）。出任2012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之本公司執
行董事鄧鳳群女士及董事會所有其他成員（包括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各自
之主席）均出席2012年股東週年大會，確保與本公司股東進行有效溝通。

審核委員會

現由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
原則和實務與本集團之內部監控，並審閱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薪酬委員會，就本公司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之政策及架構，及就
制訂薪酬政策建立正規而透明的程序，向董事會提供建議。薪酬委員會之指定職
責亦包括(i)就各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包括非金錢利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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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利及賠償金額（包括因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應付之任何賠償）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及(ii)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薪酬委員會現有5名成員，
包括1名執行董事鄧鳳群女士，及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區燊耀先生（薪酬委
員會主席）、鄧天錫博士、葛根祥先生及朱育和教授。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提名委員會，以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
驗）；就任何擬作出的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配合本公司的企業策略；及評核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提名委員會現有4名成員，包括1名執行董事林偉
駿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鄧天錫博
士及葛根祥先生。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
為本身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
事確認已於截至2012年10月31日止6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駿

香港，2012年12月20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共有4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偉駿先生、鄧鳳群女士、
李紅女士及何萬理先生；及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鄧天錫博士、
葛根祥先生及朱育和教授。

網址： http://www.0759.com

 http://www.ceccoils.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cecint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