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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SON HOLDINGS LIMITED 

鉦皓控股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 8132)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

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

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

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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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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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鉦皓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
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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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匯總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匯總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銷售額 3 160,212,607 160,012,275 

    

銷售成本 5 (126,299,803) (124,416,854) 

  ────────── ────────── 

毛利  33,912,804 35,595,421 

    

其他收益－淨額 4 5,795,739 15,961,174 

    

銷售費用 5 (5,190,804) (4,034,201) 

    

行政費用 5 (12,772,645) (18,253,005) 

  ────────── ────────── 

經營溢利  21,745,094 29,269,389 

    

融資收入 6 43,260 4,183 

    

融資費用 6 (805,922) (743,59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的溢利  46,494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028,926 28,529,982 

    

所得稅費用 7 (3,006,186) (4,519,799) 

  ────────── ────────── 

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18,022,740 24,010,183 

  ══════════ ══════════ 

每股盈利 9 N/A N/A 

  ══════════ ══════════ 

    

股息 8 10,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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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總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708,778 14,342,565 

 商譽  11,041,467 -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1,189,273 

 其他非流動資產  - 450,000 

  ───────── ───────── 

  27,750,245 15,981,838 

  ---------------- ---------------- 

流動資產    

 存貨  17,662,321 13,223,76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2,411,351 44,278,428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7,128 7,128 

 應收董事款項  242,900 210,880 

 給予共同控制實體貸款  - 2,000,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16,838 959,755 

 抵押存款  2,523,824 2,513,6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07,341 12,116,666 

  ───────── ───────── 

  70,371,703 75,310,260 

  ---------------- ---------------- 

資產總值  98,121,948 91,292,098 

  ═════════ ═════════ 

權益    

貴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1 3,000,000 3,000,000 

 儲備 12 39,497,396 31,474,656 

  ───────── ───────── 

權益總額  42,497,396 34,474,656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5,031 - 

 遞延稅項負債  873,585 849,714 

  ───────── ───────── 

  1,018,616 849,714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33,538,396 26,145,149 

 應付所得稅  5,907,802 3,965,917 

 應付董事款項  - 537,961 

 借款  15,159,738 25,318,701 

  ───────── ───────── 

  54,605,936 55,967,728 

  ---------------- ---------------- 

    

負債總額  55,624,552 56,817,442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98,121,948 91,292,098 

  ═════════ ═════════ 

流動資產淨額  15,765,767 19,342,532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516,012 35,324,3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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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總權益變動表 

 

 

 

 

 

 

 

 

 

 

 

 

 

 

 

 

 

 

 

 

 

 

 

 

 

 

 

 

 

 

 

  

 

已發行 

股本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結餘 3,000,000 500,000 6,964,473 10,464,473 

     

年度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 - 24,010,183 24,010,183 

轉撥至法定儲備（附註 12） - 851,983 (851,983) - 

 ──────── ───────── ───────── ─────────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3,000,000 1,351,983 30,122,673 34,474,656 

 ════════ ═════════ ═════════ ═════════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結餘 3,000,000 1,351,983 30,122,673 34,474,656 

     

年內溢利及綜合收益總額 - - 18,022,740 18,022,740 

股息（附註8） - - (10,000,000) (10,000,000) 

轉撥至法定儲備（附註12） - 829,576 (829,576) - 

 ──────── ───────── ─────────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3,000,000 2,181,559 37,315,837 42,497,39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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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重組 

 

1.1    一般資料 

 

鉦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電源及數據線（「電纜及電線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以為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上市」）作

準備。本公司股份隨後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本公

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是香港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1-3號裕昌中心9樓

A-C室。 

 

由於本集團結構性重組（「重組」）在年末之後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完成，故呈報滙總財

務報表。除非另行說明，否則本匯總財務報表概以港元（「港元」）呈報。本匯總財務報表已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公佈。 

 

 

2 編製基礎 

 

就本匯總財務報表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匯總財務狀況表、匯

總綜合收益表、匯總現金流量表及匯總權益變動表乃根據三輝電線電纜（香港）有限公司（「香

港三輝」）及其附屬公司「三輝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從事電纜及電線業

務，在合法架構中的一組實體，並將於重組完成後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開支、資產及負債的現有賬面值編製。  

 

重組並未導致電纜及電線業務、管理層或控股股東在本質上於重組前後有任何變動，並採用與

反收購的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指引第 3.340 條「招股章程及申報會計師」的原則相

似的會計原則入賬。 

 

匯總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已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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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2 編製基礎(續)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之準則、修訂本及現有準則之詮釋。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

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本集團將於首次採納期間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新訂詮釋。採納該等準則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經

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最高營運決策人統稱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呈報，以評估表現並分配

資源。最高營運決策人已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管理層從產品分類角度來定期審閱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呈報經營分部的銷售額主要來自製造及

銷售電源及數據線。管理層會評估以下分部的表現： 

 

– 家用電器電源線及插座 

– 手機電源及數據線及醫療控制裝置 

– 裸線材 

   在下列日期或其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

修訂） 

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

訂本） 

配股之分類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4

號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9

號 

以權益工具取代金融負債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對遞延稅項所作修訂：收回相關

資產）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讓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

日撤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修訂本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3

號 

客戶忠誠計劃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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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部資料（續） 

 

管理層按毛利基準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由於有關資料並未經最高營運決策人審閱，買賣廠房及設備以及其他線材銷售額並未計入呈報經營分部。該等業務營業額及業績計入「所有其他分部」

一欄。 

 

最高營運決策人獲提供的呈報分部於截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資料如下： 

 

  

家用電器 

電源線及插座 

手機電源及 

數據線及 

醫療控制裝置 裸線材 所有其他分部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銷售額 42,024,999 105,261,285 21,763,614 1,624,010 170,673,908 

 分部間銷售額 - - (10,461,301) - (10,461,301) 

  ───────── ────────── ───────── ───────── ────────── 

 銷售額（來自外部客戶） 42,024,999 105,261,285 11,302,313 1,624,010 160,212,607 

  ═════════ ══════════ ═════════ ═════════ ══════════ 

 分部業績 9,874,190 21,439,352 2,002,029 597,233 33,912,804 

  ═════════ ══════════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銷售額 43,934,122 81,094,797 35,298,923 5,779,496 166,107,338 

 分部間銷售額 - - (6,095,063) - (6,095,063) 

  ───────── ────────── ───────── ───────── ────────── 

 銷售額（來自外部客戶） 43,934,122 81,094,797 29,203,860 5,779,496 160,012,275 

  ═════════ ══════════ ═════════ ═════════ ══════════ 

 分部業績 9,248,911 16,577,291 8,582,395 1,186,824 35,595,42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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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部資料（續） 

 

分部間銷售按各方共同協定的條款進行。 呈報予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來自外部各方的銷售額按

與匯總綜合收益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分部業績與除所得稅前溢利的調節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分部業績 33,912,804 35,595,421 

 其他收益－淨額 5,795,739 15,961,174 

 銷售及行政費用 (17,963,449) (22,287,206) 

  ───────── ───────── 

 經營溢利 21,745,094 29,269,389 

 融資成本－淨額 (762,662) (739,40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的溢利 46,494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028,926 28,529,982 

  ═════════ ═════════ 

 

來自中國及香港外部客戶的總銷售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122,561,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109,060,000 港元）。來自其他地區外部客戶的總銷售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37,651,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50,952,000 港元）。 

 

位於香港的非流動資產總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7,426,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6,548,000 港元。位於其他地區的非流動資產總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20,324,000 港

元（二零一零年：9,433,000 港元）。 

 

佔總銷售額 10%或以上的客戶詳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客戶 A 49,360,387 22,679,101 

 客戶 B 22,162,480 38,265,758 

 客戶 C 15,446,323
1
 21,034,478 

 客戶 D 18,481,532 17,525,032 

 客戶 E 19,015,880 -
1
 

 
1
 向該等客戶出售之銷售額並未超過各年度總銷售額的 10%。有關金額列示用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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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3    分部資料（續） 

 

來自所有業務的收入分類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銷售電線、電纜及裸線材   

 －第三方 156,405,175 141,556,589 

 －關聯方 2,183,422 12,676,190 

 其他 1,624,010 5,779,496 

  ────────── ────────── 

  160,212,607 160,012,275 

  ══════════ ══════════ 

 

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外匯虧損，淨額 (637,264) (242,537) 

 外匯遠期合約結算收益 62,166 78,99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 19,763 

 以往持有權益的公平值收益 5,520,73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57,083 76,559 

 視為出售業務的收益 - 13,800,000 

 向關聯方收取的管理服務費收入 612,462 2,228,397 

 雜項收入 180,558 - 

  ───────── ───────── 

  5,795,739 15,961,174 

  ═════════ ═════════ 

 

5 費用（按性質劃分）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折舊 4,143,554 3,098,886 

 商譽減值 3,243,500 - 

 僱員福利費用 22,845,602 29,084,578 

 陳舊存貨撥備 276,928 335,3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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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6 融資收入及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融資費用：   

 －銀行借款 (463,670) (344,926) 

 －銀行透支 - (58,272) 

 －信託收據銀行貸款及保理貸款 (342,252) (340,392) 

  ─────── ─────── 

  (805,922) (743,590) 

  ═══════ ═══════ 

    

 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 43,260 4,183 

  ═══════ ═══════ 
 

7 所得稅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616,253 1,981,5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66,062 978,005 

 遞延所得稅 23,871 1,560,283 

  ──────── ──────── 

  3,006,186 4,519,799 

  ════════ ════════ 

 

香港利得稅已依據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零年：

16.5％）的稅率撥備。 

 

在中國營運的附屬公司三輝電線電纜（深圳）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符合資格減免50%企業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中國企業所得稅分別按11%

及12%的稅率撥備。中國稅務優惠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起按24％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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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8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其股東派付股息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已宣派及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33 港元 10,000,000 - 

  ═════════ ═════════ 

 

股息率及獲享股息的股份數目並無呈列，因為該資料對本公佈而言並無意義。 

 

 

9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資料並無呈列，乃由於就本匯總財務報表而言，鑒於重組及按匯總基準呈列截至二零

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載列該資料並無意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第三方 34,168,988 36,237,542 

 －共同控制實體 - 5,245,986 

  ───────── ───────── 

 應收貿易款項總額 34,168,988 41,483,5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a） 8,242,363 2,794,900 

  ───────── ───────── 

  42,411,351 44,278,428 

  ═════════ ═════════ 

 

附註 a：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就配售償還款項約為 7,41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2,620,000

港元）。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的信貸期最長為 90 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 12,994,338

港元（二零一零年：12,428,657 港元）已逾期但未減值。該等款項涉及並無近期違約歷史的若干

獨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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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該等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即無逾期亦無減值 21,174,650 29,054,871 

  ---------------- ---------------- 

    

 逾期 0 至 30 日 10,430,955 10,634,199 

 逾期 31 至 60 日 2,534,263 1,685,008 

 逾期 61 至 90 日 9,600 - 

 逾期 91 至 120 日 19,520 109,450 

  ───────── ─────────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 12,994,338 12,428,657 

  ---------------- ---------------- 

    

  34,168,988 41,483,528 

  ═════════ ═════════ 

 

即無逾期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涉及有長期業務關係且近期並無違約歷史的客戶。 

 

 

11 已發行股本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已發行股本 3,000,000 3,000,000 

  ═════════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於重組在年末之後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完成，故已發行股

本指三輝香港的已發行股本。三輝香港擁有法定及已發行3,000,000股（二零一零年：3,000,000

股）每股面值1港元（二零一零年：1港元）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Able One 

Investments Limited 擁有50,000股（二零一零年：50,000股）法定普通股及已發行3股（二零一

零年：3股）每股面值1美元（二零一零年：1美元）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公司擁有法定380,000,000股普通股及已發行1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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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12 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結餘 1,351,983 30,122,673 31,474,656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18,022,740 18,022,740 

 股息（附註 8） - (10,000,000) (10,000,000) 

 轉撥至法定儲備 829,576 (829,576) - 

  ───────── ─────────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2,181,559 37,315,837 39,497,396 

  ═════════ ═════════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結餘 500,000 6,964,473 7,464,473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24,010,183 24,010,183 

 轉撥至法定儲備 851,983 (851,983) - 

  ───────── ─────────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1,351,983 30,122,673 31,474,656 

  ═════════ ═════════ ═════════ 

 

(i) 根據有關法規及組織章程，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法

規分配最低10％的除所得稅後溢利至一般法定儲備，直至該儲備達到註冊資本的50％。

該儲備僅可用作指定目的，不可分派或轉讓至貸款、墊款、現金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配至一般法定儲備829,576港元（二零一零年：851,983港元）。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27,360,689 14,794,762 

 其他應付款項 3,326,866 2,708,164 

 已收按金 48,475 3,167,951 

 應計款項 2,802,366 5,474,272 

  ───────── ───────── 

  33,538,396 26,145,1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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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供應商授予的付款期限主要為相關採購月份結束後30日至120日。 

 

根據到期日進行的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As at 31 March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即期 21,758,531 10,567,062 

 0 至 30 日 1,762,460 4,185,762 

 31 至 60 日 924,203 41,938 

 61 日至 90 日 2,042,759 - 

 91 日至 120 日 805,411 - 

 121 日至 150 日 67,325 - 

  ───────── ───────── 

  27,360,689 14,794,762 

  ═════════ ═════════ 

 

14 承諾 

 

(a)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尚未發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0,000 27,500 

  ═════════ ═════════ 

 

(b) 經營租賃承諾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須就有關中國廠房支付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1 年內 1,935,710 648,000 

 1 年至 5 年 4,856,288 - 

  ───────── ───────── 

  6,791,998 648,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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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總財務報表附註  

 

15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16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集團就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而完成重組。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本公司完成 165,000,000 股股份之配售，該等股份於同日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配售」）。本公司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96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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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總銷售額約為 160,213,000 港元（二零一零

年：160,012,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0.1％。本集團純利約下降 24.9％至約 18,023,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24,010,000 港元），這主要是由於分包費用增加約 4,293,000 港元、僱

員成本（不包括二零一零年的一次性員工福利 13,800,000 港元）增加約 7,561,000 港元及商

譽減值撥備約 3,244,000 港元，惟被本集團之前於三輝電綫電纜實業有限公司持有的 50％股

權在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約 5,521,000 港元的公平值收益所抵銷。 

 

董事會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源數據線的生產及銷售。其主要產品類別包括 (i)家用電器使用的電源線

及插座；(ii)手機及醫療控制裝置的電源數據線；及(iii)裸線材。 

 

家用電器電源線及插座、手機及醫療控制裝置的電源數據線及裸線材的銷售分別約佔本財政

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26.2％、65.7％及 7.1％（二零一零年：27.5％、50.7％及 18.3％）。 

 

於回顧年度，香港及中國繼續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的 76.5％，而餘下

約 23.5％的銷售則來自台灣、巴西及美國的客戶。 

 

憑藉逾 20 年的經驗，本集團目前生產及銷售的電源數據線產品超過 850 種。本集團亦生產

及銷售供手機使用的裸線材（無連接插頭）、組裝及銷售醫療控制裝置（主要供病人住院時

使用）及相關配件。 

 

主要產品類別 

家用電器使用的電源線及插座 

於回顧年度，家用電器使用的電源線及插座銷售額約為 42,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43,900,000 港元），較去年約減少 4.3％。該產品類別的銷售額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的 26.2

％。 

 

 

本集團生產多種家用電器使用的電源線及插座產品系列。本集團的電源線及插座產品已獲得

安全批文及/或證書。部分產品亦已取得十一類國際安全標準。 

 

手機及醫療控制裝置的電源數據線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手機電源數據線銷售額約為 86,8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63,800,000 港元），較去年約增加 36.0％。該產品類別的銷售額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的 54.2

％。 

 

電源數據線為所有手機的重要配件，一般用於充電及數據傳輸。為滿足技術創新的需要，本

集團已生產若干不同規格的手機電源數據線產品，且該等產品均配有微型-A USB 連接器及

微型-B USB 連接器，可提高數據傳輸速度及影像輸出質量，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

信息化部設定的新手機標準。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醫療控制裝置銷售額約為 18,5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7,300,000 港

元），較去年約增加 6.9％。該產品類別的銷售額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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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控制裝置為多功能產品，包括枕邊呼叫器、床位控制、床線及電話線。所有產品均出口

至美國客戶以進一步組裝及加工成最終產品，以銷往醫院及診所。最終產品由客戶檢測以確

保符合美國相關監管規定。 

 

裸線材 

裸線材銷售額約為 11,3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29,200,000 港元），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

的 7.1％。裸線材銷售額約減少 61.3％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側重於配有連接器的綜合產品而非

銷售 2 芯裸線材的策略。本集團生產的主要裸線材為不帶連接插頭的 2 芯電源數據線，用於

手機充電。 

 

本集團亦可根據客戶需求及要求使用無鹵素材料生產裸線材。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計劃於中國購買一幅土地用作興建新生產廠房。本集團已對中國廣東省多

個地方（特別是東莞及深圳）初步考察，以物色合適的地皮興建新廠房。本集團計劃將約

16,000,000 港元及 7,000,000 港元的配售所得款項分別用於購買地皮及興建新廠房。完工後，

本集團的部分或全部生產設施將會遷入新生產廠房。預計工期將為一年，新廠房可於二零一

三年初投入運營。本集團預計新生產廠房將可為本集團提供一個穩定的生產環境，提升整體

成本效益及生產效率。 

 

承接中國經濟增長及電訊業急速發展的春風，本集團將會把握每一個可壯大其業務的機遇。

由於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用戶市場，本集團計劃擴大手機產品電源數據線及新微型

-USB 及迷你-HDMI 電源數據線產品的銷量。本集團計劃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之前完成收購其

他設備並完成建設及安裝全套生產設施，用於製造迷你 HDMI 及微型 USB 電源數據線。此

外，本集團將會專注於提升手機電源數據線的傳輸速度及輸出質量，以提升本集團於該行業

的競爭力。 

 

未來，本集團將會繼續致力於開發、生產及銷售新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此外本集團亦會

藉積極參加行業貿易展覽會之機會促進其現有客戶及吸引其他知名手機品牌供應商。本集團

相信，該客戶群及銷售網絡的擴展將有助於使本集團盈利能力最大化。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

日（星期五）舉行。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認定可出席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過戶本公司股份將概不生效。所有過戶手續連同相關股票均須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提呈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分處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 樓。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及香港聘用了約600名全職管理、行政及生

產人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會作定期審閱，並經參考市場條款、公司表現以及個人資質及表

現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適用於香港員工的醫療計劃、強積金計劃以及適用於中國員工的國家

資質退休金計劃。本公司亦為僱員提供培訓計劃以使其具備必要的技能及知識，並提供購股

權計劃以表彰作出重大貢獻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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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發行或授予任何可轉

換證券、期權、股權證或其他類似權利，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 

 

流動性、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底，本集團的合併債務約為15,305,000港元。該等借款乃以港元計值。銀

行結餘及現金約為6,507,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底，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約為 34,169,000 港元，佔全年營業額約

160,213,000 港元的 21.3％。本集團採用嚴格的信貸政策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末，本集團資本承擔約為 280,000 港元，乃與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的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息覆蓋率約為 27.0 倍，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約為 39.4 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 17.2%，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負債比率為 27.7%。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實行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護股東權益以及提升其企業價值。本公司的企業

管治常規乃基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

則、守則條文及若干最佳常規。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日起至本公佈止期間，本公司

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有關該偏離之詳情說明如下︰ 

 

守則條文第A.2.1條列明，董事會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職位應

予區分，不應該由同一人兼任。於回顧年度，楊天洪先生為主席及行政總裁，負責董事會管

理及本集團營運。董事會認為，楊天洪先生對本集團業務經營具有深刻了解及豐富的專長，

可令其迅速作出符合股東及本公司整體利益的合適決定。基於本公司目前的規模及本集團的

業務範圍，本公司認為現時無須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

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能，以評估是否需要區分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職務。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李顯龍先生、陳啟和先生及蔡奮沖先生（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成員已審閲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並已就其提供建議及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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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業績公佈 
本公司核數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

業績公佈所載列之數字與本集團年內草擬滙總財務報表初稿之各金額核對一致。羅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行之工作不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

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進行之核證聘用，因此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公佈

作出任何核證。 

 

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就各業務合作夥伴、股東、員工及管理層的不懈貢獻、努力及支持向彼

等誠摯致謝。 

 

承董事會命 

鉦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天洪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天洪先生、楊成偉先生、陳天鋼先生及周煜輝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王志勇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顯龍先生、陳啟和先生及蔡奮沖先生。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 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至少

保留七天以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sunfairw.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