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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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恒 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PERENNI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25）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的綜合財務業
績。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66,706 430,958
銷售成本 (382,952) (362,290)  

毛利 83,754 68,668
其他收益 4 8,102 13,579
分銷開支 (9,182) (7,339)
行政開支 (50,235) (45,49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897) (3,412)  

經營溢利 5 31,542 26,006
財務費用 6 (2,072) (2,593)  

除稅前溢利 29,470 23,413
稅項 7 (8,254) (3,459)  

本公司股東應佔 本年度溢利 21,216 19,95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仙 ) 9 10.7 10.0  

本公司向股東擬派發末期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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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21,216 19,95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5,035 63,725
扣除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508) (11,555)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4,760 1,99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9,287 54,16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30,503 7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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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1 12,832 13,04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94,460 295,266
投資物業 13 27,000 25,180
非流動訂金 1,213 718
遞延稅項資產 5,561 4,193   

341,066 338,400   

流動資產
存貨 14 112,052 89,65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5 102,390 100,141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4,934 7,474
衍生金融工具 – 172
可收回稅項 312 –
短期定期存款 10,264 42,6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194 50,945   

280,146 291,016   

總資產 621,212 629,416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6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7 202,450 193,163
保留盈利
其他 17 249,378 234,132
擬派末期股息 17 3,980 3,980   

總權益 475,704 4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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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1,541 31,287   

31,541 31,28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8 36,630 32,6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8,739 23,209
應付稅項 7,847 3,495
短期銀行貸款 19 – 48,000
信託收據貸款 19 40,751 39,597   

113,967 146,958   

總負債 145,508 178,245   

總權益及總負債 621,212 629,416   

流動資產淨值 166,179 144,0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07,245 48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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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本
其他
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9,896 193,163 238,112 451,171    

本年度溢利 – – 21,216 21,216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5,035 – 5,035
扣除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508) – (508)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4,760 – 4,760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 9,287 21,216 30,503    

支付股息 – – (5,970) (5,97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896 202,450 253,358 475,704    

相當於：
二零一三年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3,980
其他 249,378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保留盈利 253,358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9,896 139,003 224,128 383,027    

本年度溢利 – – 19,954 19,954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63,725 – 63,725
扣除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11,555) – (11,555)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1,990 – 1,990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 54,160 19,954 74,114    

支付股息 – – (5,970) (5,97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896 193,163 238,112 451,171    

相當於：
二零一二年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3,980
其他 234,132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保留盈利 23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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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產生的淨現金 30,495 19,558
（支付）╱收取香港利得稅淨額 (1,527) 1,534
支付海外利得稅淨額 (4,309) (1,802)
銀行貸款利息 (2,072) (2,593)  

營運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22,587 16,69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132) (5,333)
（新增）╱減少支付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訂金 (495) 1,907

收取利息 1,369 750
減少╱（新增）短期定期存款 32,369 (42,6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 490 52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的淨現金 29,601 (45,257)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淨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48,000) (8,000)
淨新增╱（償還）信託收據貸款 1,154 (14,798)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5,970) (5,970)  

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52,816) (28,7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減少 (628) (57,32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945 108,1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差異 (123) 13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194 5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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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另外註明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賬目並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土
地及物業、投資物業及衍生金融工具之會計政策乃按公允值列賬。

編製符合財務準則的綜合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
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涉及高度的判斷或高度複雜性的範疇，或涉及對綜
合財務報表屬重大假設和估算的範疇。

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轉變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下列準則，並對
集團有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改）「財務報表的呈報」有關其他全面收益。此修改的主要變
動為規定主體將在「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報的項目，按此等項目其後是否有機會重
新分類至損益（重分類調整）而組合起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改）「金融工具：披露」有關資產和負債的對銷。該修改也
規定了新的披露要求，著重於在綜合財務狀況表中被抵銷的金融工具，以及受總互
抵協定或類似協定約束的金融工具（無論其是否被抵銷）的量化資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允價值計量」目的為透過提供一個公允價值的清晰定
義和作為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規定的單一來源，以改善
一致性和減低複雜性。此規定大致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接軌，
並無擴大公允價值會計法的使用，但提供指引說明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有其他
準則已規定或容許時，應如何應用此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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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採納的新準則及解釋

於綜合財務報表批准當日，以下的新準則、修改及解釋已公佈及潛在與本集團的營
運有關，但未生效及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

年度期間開始或
之後於集團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修改）

「金融工具：呈報」
有關資產與負債的對銷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第36號（修改）

「資產減值」有關可收回
金額的披露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
委員會）－解釋公告21

「徵費」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年度改善計劃
（2012–2013周期）

改善香港會計準則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一日

日後採納以上準則、修改及解釋，預期不會對本集團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製造及買賣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年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 466,706 430,958  

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者）已閱覽本集團內部報告及確定在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下根據
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分部，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亞洲國家、美洲及歐洲。每個分部是
分開處理因其風險和回報是有別於其他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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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及二零一二年度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收益
（外部銷售）

分部
業績

總分部
資產

資本性
開支 折舊 攤銷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8,596 14,882 257,526 1,044 3,815 –
中國大陸 70,647 4,971 267,587 3,088 8,585 376
其他亞洲國家 25,759 1,426 10,849 – – –
美洲 190,294 11,479 52,366 – – –
歐洲 1,410 78 323 – – –      

報告分部 466,706 32,836 588,651 4,132 12,400 376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294) 

經營溢利 31,542 

收益
（外部銷售）

分部
業績

總分部
資產

資本性
開支 折舊 攤銷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89,297 20,236 261,513 265 3,534 –
中國大陸 64,798 2,773 263,431 5,068 7,684 375
其他亞洲國家 27,263 1,534 6,518 – – –
美洲 148,836 5,128 68,521 – – –
歐洲 764 42 60 – – –      

報告分部 430,958 29,713 600,043 5,333 11,218 375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3,707) 

經營溢利 26,006 

總分部資產與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588,651 600,043
投資物業 27,000 25,180
遞延稅項資產 5,561 4,193  

總資產 621,212 62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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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費用，扣除收入主要是公司支出及投資物業收入。

收益約256,90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13,991,000港元）是來自四個主要客戶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76,114 81,403

客戶B 68,315 58,747

客戶C 65,115 28,642

客戶D 47,357 45,199  

256,901 213,991  

4. 其他收益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1,820 11,380

廢料銷售 4,517 1,449

利息收入 1,369 750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396 –  

8,102 13,579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及折舊：
土地使用權攤銷 376 375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400 11,218

核數師酬金 1,394 1,178

原材料使用成本 308,030 280,419

外匯淨收益 (1,909) (58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324 1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801 468

衍生金融工具淨收益 (91) (172)

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 173

慢用存貨（回撥）╱撥備 (285) 97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10） 106,744 9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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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2,072 2,593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二年：16.5%）之稅率撥備。海外
溢利稅項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
算。

扣除╱（計入）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5,016 1,427
海外稅項 5,008 5,276
年前超額撥備 (148) (228)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之遞延稅項 (1,622) (3,016)  

8,254 3,459  

8. 股息

在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內支付的股息分別為5,970,000港元（每股3港仙）及5,970,000港
元（每股 3港仙）。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就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擬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 2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 2港仙），總計為
3,9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980,000港元）。本綜合財務報表未反映此項應付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1港仙之已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1港仙） 1,990 1,990
每股普通股2港仙之擬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2港仙） 3,980 3,980  

5,970 5,970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已派發及擬派發的股息總額已在綜合損
益表中披露。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之本集團本年度溢利 21,21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9,954,000港
元）及按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98,958,000股（二零一二年：198,958,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三年度及二零一二年度，因於報告期結束日沒有具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盈利與其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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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酬及額外津貼 100,789 89,696
社會保障成本 5,270 3,526
退休成本－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446 430
其他 239 172  

106,744 93,824  

11.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列作預付經營租賃款項及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3,043 13,353
土地使用權攤銷 (376) (375)
匯率調整 165 6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32 13,043  

於香港以外擁有：
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 12,832 1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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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附註）
本地 海外 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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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添置 – – 67 2,006 – 701 1,258 100 4,132
出售 – – – (1,338) (48) (305) (600) – (2,291)
折舊 (2,588) (3,466) (1,433) (3,123) (71) (595) (371) (753) (12,400)
重估 (2) 5,037 – – – – – – 5,035
匯率調整 – 3,978 88 560 5 59 28 – 4,718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115,300 145,787 5,705 13,185 859 4,533 1,848 7,243 294,46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成本 – – 12,292 80,153 5,477 13,489 4,201 14,767 130,379
估值 – 2013 115,300 145,787 – – – – – – 261,087
累積折舊 – – (6,587) (66,968) (4,618) (8,956) (2,353) (7,524) (97,006)         

賬面淨值 115,300 145,787 5,705 13,185 859 4,533 1,848 7,243 294,46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 107,100 90,365 4,555 17,193 1,173 5,171 1,866 8,730 236,153

添置 – – 3,457 1,482 58 336 – – 5,333
出售 – – (74) (436) (10) – – – (520)
折舊 (2,346) (2,233) (994) (3,318) (258) (895) (340) (834) (11,218)
重估 13,136 50,589 – – – – – – 63,725
匯率調整 – 1,517 39 159 10 61 7 – 1,79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成本 – – 12,039 89,545 6,191 13,784 5,356 14,667 141,582
估值 – 2012 117,890 140,238 – – – – – – 258,128
累積折舊 – – (5,056) (74,465) (5,218) (9,111) (3,823) (6,771) (104,444)         

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土地及樓
宇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之基準或折舊重置成本
重估。

如該等土地及樓宇乃按歷史成本之基準以成本值減累積折舊列賬，則該等賬面
淨值應為50,85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4,507,000港元）。

本集團分類為香港擁有融資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的租賃土地之賬面淨值合共
100,840,000港元 (二零一二：103,950,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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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資物業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25,180 13,800
重估盈餘計入綜合損益表 1,820 11,38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27,000 25,180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權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擁有：
–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 27,000 25,180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原測量師行
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之基準重估。

14. 存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24,046 26,582
在製品 30,098 20,304
製成品 60,981 46,123  

115,125 93,009
慢用存貨撥備 (3,073) (3,358)  

112,052 89,651  

1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跟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95,047 88,382
四個月至六個月 7,405 11,660
超過六個月 8,321 8,290  

110,773 108,332
退貨及呆賬撥備 (8,383) (8,191)  

102,390 1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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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主要以信貸方式付款，惟新客戶須於貨品付運時以現金付款。一般而言，客戶須於
發票發出後三十至九十日內付款。付款記錄良好及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關係之客戶，可
享受有較長之付款期。

16. 股本

股本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17. 儲備

股份溢價
匯率變動

儲備
土地及樓宇
重估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總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5,885 25,092 152,082 104 193,163 238,112 431,275

本年度溢利 – – – – – 21,216 21,216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 5,035 – 5,035 – 5,035

扣除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 (508) – (508) – (508)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
匯率差異 – 4,760 – – 4,760 – 4,760

支付股息 – – – – – (5,970) (5,97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885 29,852 156,609 104 202,450 253,358 455,808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5,885 23,102 99,912 104 139,003 224,128 363,131

本年度溢利 – – – – – 19,954 19,954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 – 63,725 – 63,725 – 63,725

扣除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 (11,555) – (11,555) – (11,555)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
匯率差異 – 1,990 – – 1,990 – 1,990

支付股息 – – – – – (5,970) (5,97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885 25,092 152,082 104 193,163 238,112 43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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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跟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3,775 30,121
四個月至六個 2,286 1,627
超過六個月 569 909  

36,630 32,657  

19. 借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貸款 – 48,000
信託收據貸款 40,751 39,597  

總借款 40,751 87,597  

總借款包括有抵押負債40,75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7,597,000港元）以本集團的土地及樓
宇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20.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裝修、廠房及機器、辦公室設備及汽
車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480 1,496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日後之最低租賃付
款如下：

土地及樓宇及辦公室設備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87 75
一年後但不多於五年 201 –  

88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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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日後最低應收租金
如下﹕

土地及樓宇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79 –
一年後但不多於五年 226 –  

905 –  

(c)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承擔。

21. 財務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 356,11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68,075,000港元）
之銀行融資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a)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合共142,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43,07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
樓宇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抵押；及

(b) 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14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45,0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的營業額為 466,70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30,958,000港元）。全年溢利為
21,216,000港元，而二零一二年同期則為19,954,000港元，上升6.3%。每股盈利為
10.7港仙（二零一二年：10.0港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本集
團二零一三年之全年股息為每股 3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3港仙）。

建議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
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獲股東批准方可作實，並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
日派發予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本集團之短期借貸約為40,751,000港元。所有借貸均以
港元為單位。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短期定期存款約達60,4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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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約為 102,390,000港元，
佔年度營業額約466,706,000港元之21.9%。本集團採納嚴謹之信貸政策，以盡量
減低信貸風險。

盈利對利息倍數為 15.2倍，二零一二年則為10.0倍。

資本開支及重大收購

於回顧年度，資本開支為約 4,132,000港元。

股本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股東權益約為 475,704,000港元，
較去年上升5.4%。負債對資本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為30.6%。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56,117,000港元之銀行信貸乃以本
集團總賬面淨值 142,30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會計年度內之營業額上升8.3%至4.67億港元。營業額上升主要由美
國分部增長所帶動。營業額來源大致分為電源線、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
束及塑膠皮料，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56%、9%、33%及2%。

本集團繼續保持盈利。毛利率由2012年的15.9%微升至2013年的17.9%。毛利率上
升主要透過調整產品價格及嚴謹控制成本達成。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經營環境仍然面對挑戰。中國大陸的最低工資每年上漲。
於2013年，深圳巿（本公司之廠房所在地）最低工資為人民幣每月1,600元，與去
年比較上升6.7%。連同與員工以最低工資作基數作相關供款之保險金，令工資
成本每年上漲，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令中國大陸的營運費用全面上漲。

相應地，集團對生產過程作出調順，強化機器及生產設備，控制員工人數及超
時工作。目的是改進人均及每台機器的生產力。在人民幣升值方面，我們保持
一定比重的人民幣存款及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貨幣滙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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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本公司由來料加工模式轉變為進料加工模式，而本集團於2013年需要
負擔更多中國稅項及不再享有香港稅務局的50：50比例繳納所得稅，總稅款因
而上升。

本集團致力保持產品高質素，關注環境保護，派遣團隊維護及改進環境保護
及工廠安全要求。中國大陸工廠亦符合多個質量標準及取得國際認証，如 ISO 
9001及 ISO 14001。我們重視產品質量，透過價格進行競爭並非我們的策略。

未來展望

人民幣如繼續升值及工資成本上漲，將為我們的盈利帶來壓力。在2014年，深
圳巿最低工資已上升至每月人民幣1,808元，與2013年相比，上升了13%。本集團
將致力尋找於國內具成本競爭力的地點成立新生產基地。

於營運上，本集團繼續多元化客戶層面及產品範圍。我們以生產較為高價及精
密之組合線束給高端用戶。而且，我們會透過與盈利掛鉤的薪酬及充足培訓，
繼續吸納及挽留出色員工。

雖然環球經濟環境尚未明朗，本集團對其長遠發展仍保持樂觀態度。本集團現
金流及儲備充足，足可應付如原料價格浮動或巿場需求疲弱等等營商環境的
未知變化。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全球僱用約1,200名全職之管理、行
政及生產人員。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常規而定。高級管理人員按僱員
表現、經驗及業內常規，每年檢討及釐定僱員薪酬。本集團對人力資源作出投
資，除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外，亦制訂員工持續進修專業培訓政策。

訴訟

終審判決已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在中國裁決。本集團對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逾期債務的訴訟上獲得勝利。本集團會依據中國的法律程序去追收該債務。

社會責任

我們的工廠定期由國際企業進行驗廠評估。我們亦憑著驗廠評估工作得以促
進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

本集團堅守信念，做一家負責任的企業，所以我們持續參與和支持香港及中國
的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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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年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及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審核委
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之充足程度及有效性，並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已採用並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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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
要求。

董事確認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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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條文的規定，及
當適用時實行該守則的最佳建議常規。除以下外，行政總裁及副主席孟振雄先
生，執行董事孟韋萓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鎮漢先生由於先前其他業務安
排，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年內，主席
顧廸安女士由於先前其他業務安排，未能在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情況下，與獨
立非執行董事召開會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條款不寬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彼等於本年度均遵守了上述準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在本年度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本
年度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展示詳盡資料

一份載有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45(1)至45(8)段所規定之一切資料將於稍後時間
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perennial.today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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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列時段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 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共於該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二零一四
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為確保合資格出席二零一四
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須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過
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及

 (ii) 由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並於該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手續，以釐定股東享有建議之末期
股息。為確保享有收取建議的末期股息之權利，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
之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忠誠的股東、夥伴、客戶及員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
感謝。

承董事會命
顧廸安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初步業績公告所包含的數字已經
由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與本集團的已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
核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所做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的香港審計準則及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所作的核證聘用，同時對初步業績公
告不發表任何核證聲明。

於本公布日期，執行董事為孟振雄先生、蕭旭成先生、孟瑋琦女士及孟韋萓女
士；非執行董事為顧廸安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振麒先生、李宗鼐先生
及馬鎮漢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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