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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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準確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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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65）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以
及二零一三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 4 225,549 248,741

銷售成本  (169,011) (182,691)
   

毛利  56,538 66,050

其他收入淨額 5 1,682 9,425

分銷成本  (5,880) (7,135)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4 1,200

行政費用  (38,175) (36,511)

財務費用 6 (359) (31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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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7 13,840 32,712
所得稅開支 8 (3,494) (8,449)
   

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0,346 24,263
   

已終止業務
年度來自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 (8,272)
   

本年度溢利  10,346 15,991
   

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年內產生之匯兌差額  (90) (249)

 有關年內終止確認的海外
  附屬公司之重新分類調整  – (321)
   

  (90) (570)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0,256 15,421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677 12,512

非控股權益  2,669 3,479
   

本年度溢利  10,346 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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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591 11,906

非控股權益  2,665 3,515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0,256 15,421
   

每股盈利 10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2.61仙 4.48仙
   

攤薄  2.57仙 4.37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2.61仙 7.44仙
   

攤薄  2.57仙 7.2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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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66,991 63,818
投資物業  44,700 11,400
遞延稅項資產  4,640 4,140
遞延租金收入  – 5
   

  116,331 79,363
   

流動資產
存貨  19,700 26,52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7,690 32,986
遞延租金收入  – 5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62
可收回稅款  2,422 362
持作買賣之投資  46,993 46,675
衍生金融工具  45 175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  – 1,299
抵押銀行存款  1,895 6,7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060 86,406
   

  147,805 201,24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31,289 35,917
衍生金融工具  4,156 945
稅項負債  1,219 6,829
銀行借款  30,255 21,918
   

  66,919 65,609
   

流動資產淨值  80,886 135,6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7,217 214,99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19 368
   

資產淨值  196,898 214,6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9,867 29,012
儲備  152,434 171,8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2,301 200,909
非控股權益  14,597 13,720
   

總權益  196,898 21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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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方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除外。歷
史成本一般根據買賣資產時給出的代價之公平值計算。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奇趣精品、裝飾品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其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在該等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之編製相同，除以下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為本集團本年度首次應用。應
用這些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並無影
響，但可能會影響未來交易或安排之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釋第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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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規管延期賬戶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信息披露計劃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號及香港會計準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則第28號之修訂（二零一一年）  資產出售或注資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 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方法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2

 第38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農業：生產性植物2

 第41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 號之修訂 設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 香港財務報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2

 告準則第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 號之
 修訂（二零一一年）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6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獲准提前應用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獲准提前應用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獲准提前應用
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獲准提前應用
5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實體，適用於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財務報表，

由於本集團並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首次採用者，及因此不適用於本集團。
6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僅有限度例外

3. 收益
收益指年內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額（扣除退貨
及貿易折扣）。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57,077 66,216

玩具產品 168,472 182,525
  

 225,549 24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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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報告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二個業務分類，分別為：奇趣精品及裝飾品之製造
及銷售以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二零一三年度結束包裝產品的製造及銷售。接下來幾頁分類資料報告不包括該等終止業務之
任何金額。

下述之分析乃按本集團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業績：

 二零一四年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7,077 168,472 – 225,549
分類間銷售 –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總收益 57,077 168,472 – 225,549
    

業績
分類業績 (5,387) 22,113 – 16,726
   

投資虧損    (1,700)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4
未分攤企業開支    (861)
財務費用    (359)
    

除稅前溢利    13,840
所得稅開支    (3,494)
    

本年度溢利    10,346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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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9,399 83,598 122,997
未分攤企業資產   141,139
   

綜合總資產   264,136
   

負債
分類負債 19,268 21,703 40,971
未分攤企業負債   26,267
   

綜合總負債   67,238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其他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
 及儀器 503 10,895 – 11,398
折舊及攤銷 1,430 5,207 1,550 8,187
利息收入 16 15 5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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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66,216 182,525 – 248,741

分類間銷售 –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總收益 66,216 182,525 – 248,741
    

業績
分類業績 2,062 29,897 – 31,959
   

投資溢利    2,888

一項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1,200

未分攤企業開支    (3,018)

財務費用    (317)
    

除稅前溢利    32,712

所得稅開支    (8,449)
    

本年度溢利    24,263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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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56,806 102,165 158,971

未分攤企業資產   104,532

包裝產品有關之資產    17,103
   

綜合總資產   280,606
   

負債
分類負債 13,931 29,594 43,525

未分攤企業負債   20,755

包裝產品有關有關之負債    1,697
   

綜合總負債   65,977
   

 奇趣精品
 及裝飾品 玩具產品 其他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1,206 7,363 31,660 40,229

折舊及攤銷 1,578 4,784 489 6,851

利息收入 20 16 2 38
    

分類利潤即每一分類賺取之利潤而當中沒有分攤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投資及其他
收入、財務費用及所得稅開支。此分類報告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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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致監控分類間的分類表現和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經營分部，持作買賣投資、其他金融資產、投資物業、持作自用之
土地及樓宇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以個別分部所賺取的收益作
為分配的基礎；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經營分部，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及借貸除外。為分部共
同承擔的負債按分部資產的比例分配。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收入（來自外部客戶）按經營地點詳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之銷售收入：

香港 15,929 10,841

歐洲 53,410 85,560

美洲 57,112 53,649

亞洲（除香港外） 95,544 96,777

其他地區 3,554 1,914
  

 225,549 248,741
  

下列為以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及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購置之賬面值分析：

  物業、機器設備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及儀器之購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85,029 188,644 1,033 32,31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79,107 91,962 10,365 7,918
    

 264,136 280,606 11,398 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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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玩具產品銷售的收益約港幣168,472,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82,525,000元），其中包括本集
團最大客戶的銷售約港幣160,632,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73,097,000元）。

5.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已收回壞賬 – 51

債券利息收入 304 312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股息收入 1,681 1,429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收益 419 121

終止確認附屬公司之收益 – 2,786

利息收入 84 38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贖回虧損 (47)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2,764) (1,29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3,341) 3,384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 49

租金收入 131 366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已變現收益（虧損） 2,451 (945)

廢料銷售 1,441 812

其他 1,323 2,315
  

 1,682 9,425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費用：
 銀行貸款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19 216

 銀行貸款於五年內非悉數償還 240 101
  

 359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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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1,000 885

收回壞賬 – 51

已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60,776 75,190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折舊 8,187 6,851

外幣兌換淨虧損 2,855 3,266

有關租賃物業之營運租金 6,161 5,865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131) (178)

 減：
 年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所引致的
  直接經營開支 25 33

 年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所引致的
  直接經營開支 8 –
  

 (98) (145)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的開支 – 2,1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88,339 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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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關持續經營業務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4,235 6,750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3 46
  

 4,398 6,796
  

以往年度撥備（超額）不足：
 香港利得稅 (440) 2,226

 中國企業所得稅 85 –
  

 (355) 2,22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549) (573)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開支總額 3,494 8,449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年度已按預計之可課稅利潤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兩個年度的稅率乃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計算。

本年度之稅項支出與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13,840 32,712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之稅項 2,284 5,397

就稅務而言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614) (1,858)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支出之稅務影響 2,658 3,781

未確認之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41 (136)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577 (62)

動用早前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17) (15)

去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355) 2,226

於中國經營之集團實體不同稅率之影響 (80) (884)
  

本年度之稅項支出 3,494 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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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已派每股港幣1.0仙（二零一三年：港幣1.0仙） 2,958 2,901

末期及特別，已派二零一三年每股港幣10.0仙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每股港幣11.0仙） 29,312 31,880
  

 32,270 34,781
  

隨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已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
幣2.0仙（二零一三年：港幣3.0仙），有關股息派付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10.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盈利乃根據年內淨溢利約港幣7,677,000元（二零一三
年：港幣12,512,000元溢利）及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94,479,716 279,202,368

就購股權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4,817,298 6,816,212
  

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99,297,014 286,01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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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方法乃基於以下數據：

盈利數字計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7,677 12,512

加：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8,27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盈利 7,677 20,78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者相同。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8,706 29,990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7,144) (7,144)
  

 21,562 22,84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128 10,140
  

 27,690 32,986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放賬期平均為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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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以期限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扣減呆賬撥備之
淨額呈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18,786 20,279

61 – 90天 2,068 1,453

91 – 120天 444 53

超過120天 264 1,061
  

 21,562 22,846
  

以上披露之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於本報告期末逾期之金額，該等金額本集團尚未確認為呆賬撥
備，因為信貸質素尚未有重大改變以及該金額仍考慮可被收回。本集團在這些結餘方面並無
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信貸優化，也並不擁有任何合法權利可予對方作出抵銷本集團所擁有之
任何金額。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
0 – 60天 4,489 3,759

61 – 90天 2,068 15

91 – 120天 707 –

超過120天 1 214
  

 7,265 3,988
  

以下為呆賬撥備之變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餘 7,144 17,956

年內就呆賬撥備 – –

年內已收回之金額 – (71)

年內已撇減之金額 – (10,741)
  

年末之結餘 7,144 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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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定貿易應收賬款的可回收性，本集團由最初授予信貸至報告期末，考慮應收賬款的信貸
質量任何變化。由於客戶基礎廣闊及並無關連，信貸集中的風險有限。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
收賬款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大概相當於其賬面值。

本集團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
0 – 60天 – –

61 – 90天 – –

91 – 120天 – –

超過120天 7,144 7,144
  

 7,144 7,14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並按發票日期呈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6,700 7,593

61 – 90天 3,251 6,209

91 – 120天 1,153 2,675

超過120天 691 1,172
  

貿易應付賬款 11,795 17,649

其他應付賬款 19,494 18,268
  

 31,289 35,917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大概相當於其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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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本年度總營業額約港幣225,549,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248,741,000

元），即減少約9％。本年度淨溢利約港幣7,677,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2,512,000

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2.61仙（二零一三年：港幣4.48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0仙（二
零一三年：每股港幣3.0仙）予名字列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本公司登記冊的股東
（「股東名冊」）。建議之末期股息連同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0仙（二零一三年：每股港
幣1.0仙），合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股息每股港幣3.0仙
（二零一三年：每股港幣4.0仙）。待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
日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合資格股東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並享有末期股息，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將會在下述期間暫停辦理。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詳情載列如下：

(i) 對於確定合資格股東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

遞交過戶文件登記之最後時限－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天）

記錄日期－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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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於確定合資格股東收取末期股息：

遞交過戶文件登記之最後時限－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星期三）
 下午4時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星期四)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天)

記錄日期－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星期五)

在上述暫停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及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投票，並合資格獲得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不遲於上述分別之最後時間遞交予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標準有限公司。

業務回顧

自包裝分類於於二零一三年終止經營後，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仍餘下奇趣精品及裝
飾品以及玩具產品兩個主要分類，該兩分類之業績表現詳述如下。誠如上文所述，
本集團的營業額減少約9％，及該兩分類均錄得負增長，此乃因為其中包括全球經
濟仍乏善可陳，特別是歐洲，削弱了對消費產品需求。

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影響，尤其是最近數月的石油價格，
令本集團於回顧年內錄得投資虧損。投資收益詳情將披露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溢利包括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收益約港幣2,451,000元（二零
一三年：港幣945,000元虧損），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減少約港幣2,764,000元（二
零一三年：港幣1,293,000元減少），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減少約港幣3,341,000

元（二零一三年：港幣3,384,000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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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開支增加約5%至約港幣38,175,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36,511,000元）。
該等增加主要是由於（其中包括），過往分配至包裝分類（已於二零一三年終止經
營）的若干經常性開支，現已由本集團吸收。另一方面，分銷成本下降約18％至港
幣5,880,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7,135,000元）。

財務費用增加約13％至約港幣359,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317,000元），乃因年內
提取貸款用於收購投資物業所致。

未來計劃及前景

由於中國大陸的生產成本增加，已令生產商尤其是沒有高附加值產品的加工行業，
在內地變得更加難以掙扎求存。為克服上述難題，本集團繼續專注於有利可圖和
以高科技為基礎的製造業務。對於奇趣精品及裝飾品分類，將在提高生產效率及
節約成本方面付出額外的努力，再加上建議改變市場推廣策略，預期此分類於未
來一年可望達致收支平衡。

為分散其收入來源，本集團將繼續動用手頭可用資金，按照本集團的投資交易之
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在金融市場上投資。此外，集團在回顧年內進一步收購投
資物業作出租用途，以增強穩定的收益來源。

展望未來，儘管製造業務整體環境仍充滿挑戰，董事會審慎樂觀地認為，本集團未
來數年的業績將可能有所改善。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分類經營結果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於回顧年內，本分類之營業額進一步減少約14%至約港幣57,077,000元（二零一三年：
港幣66,216,000元），及該分類錄得除息及稅前之虧損約港幣5,387,000元（二零一三
年：港幣2,062,000元收益）。當中並沒有包括終止確認附屬公司之收益（二零一三
年：港幣2,551,000元）。大幅虧損主要是由於銷售數量下跌至創紀錄的低水平，再
加上因激烈競爭和生產成本上升而導致邊際利潤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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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產品

此分類之營業額下跌約8%至約港幣168,472,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82,525,000

元），而此分類業績由此亦下跌約26%至約港幣22,113,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
29,897,000元）。此分類繼續成為集團內業績最好的分類及維持相對穩定的表現，
在目前全球及本地的生產環境下，實難能可貴。

投資

為善用手頭上可動用之現金，本集團已投資於多家上市公司之證券，其持作買賣
目的為在證券的價值中獲得資本增值。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作買賣
之投資之市值約為港幣46,993,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46,675,000元）。

此外，本集團可能動用其手頭現金於其他種類之投資，旨在為股東提高價值。然
而，必須按照本公司的財政政策進行，其詳情已刊載於本公司之網站，網
址為www.perfectech.com.hk。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港幣及美元結算，而其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之
開支以人民幣結算。

由於港幣和美元繼續維持掛鉤，本集團並不預見在這方面會有重大風險，以及將
會繼續緊密監察人民幣趨勢，觀察是否有需要任何對沖活動。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財務工具以對沖外幣風險。

變現能力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長期融資租賃承擔及銀行貸款（二零
一三年：港幣零元），而短期銀行貸款則約為港幣30,255,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
21,918,000元），而本集團概無以融資租約持有之機器設備及儀器（二零一三年：港
幣零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
約為17%（二零一三年：11%）。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
及現金合共約港幣49,060,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86,406,000元）。

以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合共約港幣
147,805,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201,243,000元），加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本集團
認為其具有充足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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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每股港幣0.61元（二零一三
年：港幣0.69元），此乃根據當日實際已發行股數298,665,607股（二零一三年：
290,115,607股）計算。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約1,200名（二零一三年：1,350名）全
職員工，本集團基本上以業內之慣例及員工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
其全職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本集團證券之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載於上
市規則附錄10的「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集團之個別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四年內已遵守對證券交易所
要求之標準守則，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附錄14（「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以規管聯合交易所香港有
限公司上市之證券（「上市規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並已採取步驟，以符合本
規則之規定（如適用）。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已採納最新的守則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的守
則條文指引。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度，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
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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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該分開而不應由一人兼任。

雖然本公司並未設有行政總裁一職，有關職責由董事總經理肩負。潘少忠先生為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主席」）及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
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與職權平衡。董事會由具備豐富
經驗及極具才幹人士組成，彼等定期舉行會議以討論影響本公司運作之議題，故
董事會之運作可確保權力與職權之平衡。董事會相信，該架構乃有利於實現穩固
及貫徹之領導，令本集團可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董事會對潘先生極具
信心，相信由潘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對本公司之業務前景有利。

根據守則條文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
司股東的意見應全面地了解。

由於其他預先安排的業務承諾必須由葉稚雄先生出席，故作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卻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守則條文第C.3.3(b)條，審核委員會應按照適用的標準審視和監督審核過程的
有效性。審核委員會在審核開始前，應與核數師商討審核的性質及範圍以及報告
的責任。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時間表時間緊迫，審核委員會在
審核開始前沒有實質與外部核數師討論二零一四年年度審核工作的性質和範圍。
但是，為確保二零一四年年度審核的有效性，在二零一四年年度審核過程中，外部
核數師不時匯報由其核數師審核本集團所產生的審核問題（如有）的事項摘要。

根據守則第D.1.4條，所有董事應清楚知悉委任安排。本公司對董事委任應有正式
之委任書列明其受聘的主要條款及條件。

本公司並無正式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日昌先生，葉稚雄先生及蔡永強先生
的函件，由於所有人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任命的條
款及條件本公司及上述董事彼此之間已經清楚知悉，所以沒有文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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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況下，所有董事，包括該等沒有委任書，及該等特定委任任期之董事，須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所規定的方式輪值退任，以及重選退任董事時，在有關董
事續聘事宜提供合理且必要的資訊予股東做出明智的決定。

根據守則第F.1.1條，公司秘書應為公司之僱員及了解公司每天的事務。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彭小燕女士，為本公司的法律顧問張秀儀、唐匯棟、羅凱栢律
師行之合夥人。彭女士自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起已被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本公司
已指定執行董事潘偉業先生，以及本公司財務總監袁志偉先生，作為彭女士之聯
絡人。有關本集團業績表現，財務狀況及其他重大發展和事務的資料（包括但不限
於管理層向董事會之每月報告），透過指定聯絡人迅速傳遞與彭女士。由於彭女士
與本集團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彼對本集團之運作非常熟悉及深入了解本集團管
理層。由於有適當的機制彭女士將會立即無重大延誤地掌握本集團的發展，加上
其專業知識和經驗，董事會有信心彭女士作為公司秘書，有利於本集團遵守有關
董事會程序，應用法律，法規及規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蔡
永強先生、葉稚雄先生及林日昌先生組成。林日昌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與管理層討論有關內部
監控評估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本公司現公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之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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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載於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公佈中有關本集團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之附註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獨立核數師恒健會計師
行有限公司同意為截至該年度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載列之款額。恒健會
計師行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
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委聘，因此恒健會計師行有
限公司並無對本公佈作出公開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並無透過聯交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身之股份。

致謝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向董事會仝寅及員工於回顧年內之貢獻及熱心支持，深表謝
意。

代表董事會
潘少忠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潘少忠先生、潘偉駿博士及潘偉業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日昌先生、葉稚雄先生及蔡永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