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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me Group Limited
金 寶 通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0）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全 年 業 績 公 告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截至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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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003,003 1,908,475

銷售成本 (1,662,650) (1,533,694)

毛利 340,353 374,78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64,951 16,769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638) (82,584)

行政開支 (131,351) (129,828)

其他經營開支 (6,145) (8,563)

融資成本 5 (20,121) (22,360)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2,239 4,508

除稅前溢利 6 170,288 152,723

稅項 7 (12,101) (13,878)

年內溢利 158,187 138,845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53,185 140,127

　少數股東權益 5,002 (1,282)

158,187 138,845

股息 8 81,480 65,0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21.6 23.4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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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5,167 167,831

預付土地租賃款 － 4,005

商譽 1,744 －

會所債券 705 705

無形資產 17,277 19,00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607 5,669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0,500 197,214

流動資產

存貨 386,567 277,865

應收貿易賬款 10 406,752 317,4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231 29,333

聯營公司結欠款項 18,060 9,902

衍生金融工具 － 3,900

可收回稅項 30 54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39,206 187,973

流動資產總值 1,384,846 826,92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337,579 296,4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92,359 112,423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52,837 220,363

應付股息 － 50,000

欠少數股東款項 160 850

應付稅項 8,365 6,363

流動負債總額 691,300 686,490

流動資產淨值 693,546 140,43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94,046 33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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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0,577 26,602

遞延稅項負債 5,006 5,006

長期服務金撥備 5,978 5,703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561 37,311

資產淨值 862,485 300,337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000 －

儲備 746,627 285,337

擬派末期股息 31,540 15,000

861,167 300,337

少數股東權益 1,318 －

權益總額 862,485 3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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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及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

三，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以整頓本

集團架構而進行的重組（「集團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成為本集

團現時旗下公司的控股公司。有關集團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十五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灣仔港灣

道23號鷹君中心17樓。

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研究及發展、設計、生產及買賣電子控制產品。

2. 編製及綜合賬目的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因應集團重組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所載列的合併會計原則編製。在

此基準下，本公司在有關財政年度內一直被視為其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而並不

是由收購其附屬公司日起計）。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均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

的業績。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比較綜合資產負債表時，乃假設

本集團於該日已經存在。

董事認為，按上述基準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更能公平反映本集團的整體業績及財

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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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

公司條例披露規定所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一項衍生金

融工具以公平值計算外），並按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財務報表全

以最接近千位數值（「千港元」）呈列。

本集團公司間的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額已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對銷。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於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的業績及資產淨值中所佔權益（即

並非本集團持有的權益）。收購少數股東權益按母公司實體延伸法入賬，據此所

收購淨資產的代價與所佔賬面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商譽。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

若干情況下導致改用新訂及經修訂的會計政策及附加披露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海外業務的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的現金流量

　對沖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選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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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仍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下列已頒佈但仍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的範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附帶衍生工具的重新評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詮釋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經修訂準則將影響有關本集團宗旨、政策及管理資金過程的定性資料披露；

有關本公司視為資金的定量資料披露；以及有關遵守任何資金要求及不遵守的一

切後果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該

準則要求披露能使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本集團金融工具之重要性以及該等金融工

具所產生風險之性質及程度，同時亦包括多項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披露要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該

準則要求披露有關本集團經營分部的資料、分部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本集團的

經營地區，以及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的收益。該準則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部呈報」。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香港（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分別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

日、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至今，本集

團認為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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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第8號可能導致新增或經修訂披露。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仍未能述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按兩種分部方式呈列：(i)按業務分部之主要分部呈列基準；及(ii)按地

區分部之次要分部呈列基準。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乃根據各業務與其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性質分別組織及管理。本

集團各業務分部是指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涉及的有關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

部的策略業務單元。各業務分部的概要詳情如下：

(a)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銷售及分銷樓宇及

家居控制裝置產品；

(b) 電器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器控制裝置產品；

及

(c) 工商業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銷售及分銷工商業控制

裝置產品。

釐定本集團的地區分部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分部歸入，而資產乃按資

產所在地劃分的分部歸入。由於本集團90%以上資產乃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故

並無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資本開支的進一步分析。

各分部間的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按當時的現行市價向第三方作出銷售所用的售價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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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收益、溢利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樓宇及家居 電器 工商業

控制裝置 控制裝置 控制裝置 總計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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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外界客戶 944,465 1,046,603 775,541 582,777 282,997 279,095 2,003,003 1,908,475

分部業績 103,722 119,984 20,305 32,303 20,160 18,013 144,187 170,300

銀行利息收入 33,506 2,50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並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31,445 14,26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20,968) (16,494)

融資成本 (20,121) (22,360)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2,239 4,508 － － － － 2,239 4,508

除稅前溢利 170,288 152,723

稅項 (12,101) (13,878)

年內溢利 158,187 138,845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94,683 193,508 238,883 224,707 44,212 30,863 477,778 449,07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3,667 15,571 － － － － 23,667 15,57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083,901 559,489

總資產 1,585,346 1,024,138

分部負債 31,580 25,241 29,222 22,629 2,686 3,148 63,488 51,01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59,373 672,783

總負債 722,861 723,801

其他分部資料：

遞延開支攤銷 9,223 9,037 5,085 3,587 4,096 3,236 18,404 15,860

其他資產攤銷 1,276 1,700 － － － － 1,276 1,700



– 10 –

(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各地區分部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收益資料：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美洲 1,156,920 1,419,315

歐洲 593,845 301,379

亞洲 211,205 133,212

其他地區 41,033 54,569

總計 2,003,003 1,908,475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3,506 2,505

工程費收入 3,310 5,959

管理及測試費收入 3,318 4,311

銷售物料 1,722 1,866

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10,06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淨收益 9,667 79

雜項收入 3,363 2,049

64,951 16,769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的利息：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 19,320 21,803

　融資租賃 801 557

20,121 2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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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經扣除：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1,654,086 1,530,029

折舊 29,613 24,375

研發成本：

　遞延開支攤銷## 18,404 15,860

　本年度開支 27,190 13,326

45,594 29,186

其他資產攤銷## 1,276 1,700

存貨撥備 8,564 3,665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06 106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項下的

　最低租賃付款 29,446 25,408

核數師酬金 1,019 520

僱員褔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其他褔利 157,812 135,991

　退休金計劃供款 1,522 1,776

　長期服務金撥備 275 207

　未用有薪假期撥備 276 982

159,885 138,956

外匯差額淨額 6,115 6,843

# 僱員褔利開支90,17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9,144,000港元）亦已計入上文

「出售存貨成本」內。

## 年內之遞延開支攤銷及其他資產攤銷已計入綜合收益表「行政開支」內。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沒收可用作扣減其於未來年度用作

退休金計劃供款的供款款項（二零零六年：無）。

7. 稅項

於年內，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於香港所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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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年：17.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

法權區的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當時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法，金寶通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自扣除承前稅項虧損後，首個獲利年度開始為期兩年有權享有全

數豁免繳交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的稅務優惠，其後三年則稅項減半。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金寶通電子（深圳）有限公司享有50%稅務

優惠，而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獲全數豁免繳交企業所得稅，因

該年度為其第二個經營獲利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香港 9,239 13,878

　即期－中國大陸 2,862 －

本年度的總稅項支出 12,101 1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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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在司法權區法定稅率計算的除稅前溢利所適用的稅項

開支與根據實際稅率計算的稅務開支的對賬，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

率的對賬如下：

二零零七年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除稅前溢利 136,720 33,568 170,288

按法定稅率計算

　的稅項 23,926 17.5 11,077 33.0 35,003 20.6

特定省份及

　因減稅期而產生

　的較低稅項 － － (8,560) (25.5) (8,560) (5.0)

聯營公司應佔盈虧 (392) (0.3) － － (392) (0.2)

來自毋須課稅的

　經營淨溢利 (6,572) (4.8) － － (6,572) (3.9)

毋須課稅收入 (9,318) (6.8) － － (9,318) (5.5)

不可扣稅開支 1,595 1.2 345 1.0 1,940 1.1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

　計算的稅項開支 9,239 6.8 2,862 8.5 12,10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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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除稅前溢利 145,342 7,381 152,723

按法定稅率計算
　的稅項 25,435 17.5 2,436 33.0 27,871 18.2
特定省份及
　因減稅期而產生的
　較低稅項 － － (1,329) (18.0) (1,329) (0.9)

聯營公司應佔盈虧 (789) (0.5) － － (789) (0.5)
來自毋須課稅的
　經營淨溢利 (14,201) (9.8) － － (14,201) (9.3)

毋須課稅收入 (453) (0.3) － － (453) (0.3)

不可扣稅開支 3,893 2.7 28 0.4 3,921 2.6
於過往期間已動用
　的稅項虧損 (7) (0.1) (1,135) (15.4) (1,142) (0.7)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
　計算的稅項開支 13,878 9.5 － － 13,878 9.1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22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無）已計入綜合收益表「應佔聯營公
司盈虧」內。

8.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 35,000 －
中期－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 14,940 －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 31,540 －
一間附屬公司宣派及派付的股息## － 65,000

81,480 65,000

本年度的擬派末期股息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已於本公司股份
上市前向當時的股東派發特別股息35,000,000港元。

##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註冊成立，本公司並無派付截至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Compu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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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imited（乃本集團當時的控股公司）已於重組前向當時的股東派
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50,000,000港元及末期股
息15,000,000港元。

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153,185,000港元（二零零

六年： 140,127,000港元）及於年內被視為已發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709,315,000股（二零零六年：600,000,000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包括本公司的備考已發行股本600,000,000股股份，當中包括：

(i) 本公司已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按未繳股

款方式配發及發行的1股及399股股份；及

(ii) 經資本化發行的599,999,600股股份。

除上述600,000,000股普通股外，用於計算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在聯交所上

市後所發行的109,315,000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由於年內並無發生攤薄事項，故並無呈列任何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

10.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一至

三個月。本集團對其客戶及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的信貸控制，以將信貸風險

減到最低。過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鑑於上述原因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

賬款涉及大量不同客戶，故信貸風險並無過度集中。貿易應收賬款乃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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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及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00,754 276,325

1至2個月 15,626 15,407

2至3個月 23,512 8,709

超過3個月 66,860 16,966

406,752 317,407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25,838 273,531

1至2個月 2,579 16,085

2至3個月 745 2,043

超過3個月 8,417 4,832

337,579 296,491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付款期介乎一個月至三個月。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

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舉行本公司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零七年股

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股東建議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或前後向二零零七年九月

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付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03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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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星期五）（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符合資格有權獲派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擬派末期股息，以及有

資格出席二零零七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務請

確保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零七年股東週年大會現擬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舉行。二零零七年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較去年增加至

2,003,003,000港元及153,185,000港元，增幅分別約為5.0%及9.3%。本年度的未扣除

利息支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239,702,000港元。於本年度內，樓宇及家居

控制裝置、電器控制裝置及工商業控制裝置各分部的營業額分別達至944,465,000港

元、775,541,000港元及282,997,000港元，分別約佔本集團營業額的47.2%、38.7%及

14.1%。電器控制裝置及工商業控制裝置的分部營業額分別較去年的金額增長約

33.1%及1.4%，而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的分部營業額則下跌9.8%。鑑於銷售組合的

變化，致使本集團的毛利下降（儘管部分已因本集團不斷縮減成本而被抵銷）。縱然

如此，本集團在物料成本高企、總行政開支微升、銷售及分銷成本下跌、經營利息

開支淨額較低及其他收入增加等情況下仍能維持穩定的邊際純利，實有賴高效的成

本管理。年內，本集團在歐洲及亞洲國家的銷售增長逾80%，而此乃本集團將其客

戶基礎擴至更多元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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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

此業務分部的收入仍佔重大比重，由1,046,603,000港元輕微下跌9.8%至944,465,000

港元。於回顧年度，此產品分部為本集團營業額帶來最大貢獻，佔47.2%。

整體美國市場較預期疲軟，但本集團仍努力保持住宅及商業樓宇控制裝置（包括囱溫

器、濕度控制裝置、計時器、程式設計器以及安全及保安產品）的銷售額。家居控制

裝置及本身品牌產品的訂單錄得強勁增長，但被策略性減少銷售專利權品牌產品及

新一代空氣質量控制項目到最後一季方推出的時差所抵銷。

然而，本集團的自有品牌Salus在英國的控制裝置產品銷售額錄得逾雙倍增長。儘管

此品牌於本年度對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的貢獻仍然相對較低，但預期此品牌將成為本

集團的增長動力來源之一，將本集團引領至其他地區。潛力優厚的Salus產品包括

（但不限於）控制器程式設計器、可輸入程式囱溫器、數碼電子囱溫器、地下暖氣控

制裝置、防凍囱溫器、佈線中心、汽缸恆溫器及其他供暖、通風及空氣調節控制

等。鑒於有此佳績，本集團已開始研究擴展至英國以外的計劃。本集團亦開始發展

太陽能產品業務，預料為此分部的增長作出貢獻。

電器控制裝置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器控制裝置業務的增長為本集團各業務

分部中最佳。銷售電器控制裝置的收入為775,541,000港元，較去年增加33.1%。此

業務分部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38.7%。

增幅的主要原因為年內若干新客戶的銷售錄得增長而有關的銷售為大型家電控制裝

置。本集團爭取新客戶的策略為先以邊際利潤較低的按設計製造的業務開始，因此

導致年度分部業績下跌。然而，此舉有助本集團於其設計能力獲客戶認同後向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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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戶提供設計服務，繼而可長遠改善邊際純利。除此，本集團亦於回顧年度打入

泳池及按摩池業務，務求令其產品組合更趨多元化。

工商業控制裝置業務

此分部的收入為  282,997,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4%。此分部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14.1%。

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電子驗孕或排卵檢驗儀器等保健產品的訂單增加以及引入新的

「種類多、產量精」等新客戶所致。該等升幅部份因摒棄若干低利潤產品而抵銷，繼

而稍為改善分部業績。獲得理想訂單主要由於向客戶提供的解決方案具成本效益，

且其先推技術平台發展精密產品和系統控制裝置。該等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包括設

計、物料採購、系統裝嵌、產品測試及環球物流。

「種類多、產量精」的工商業產品於年內亦為分部表現帶來頁獻。儘管此「種類多、產

量精」的客戶於本年度對本分部的表現並無重大影響，但預期長遠而言可帶來良好業

績。因此，本集團將於另外兩個業務分部採納「種類多、產量精」業務模式。

展望

本集團預視到開發節約能源和管理的大勢。在以較高利潤市場為目標的同時，本集

團亦將致力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同時擴展至歐洲及亞洲市場，以保持控制器業

務的增長。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鞏固其本身的研發能力，尤其是在整體控制器業務方面漸獲市

場接納的無線技術。

在歐洲，本集團將繼續與其電器控制器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儘管按設計製造的業務

意味著短期內邊際純利偏低，但隨著設計成份增加最終將帶來更高回報，並成為本

集團其中一個主要利潤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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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亦會分散其產品組合，如加入運動器材、高端棕色家電及電子出入口控

制的控制器，以及環保產品如氣候及太陽能控制器，以上產品應會為本集團帶來更

高利潤。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開發新技術。現時正申請九項專利權，而本集團計劃藉

已開發的Zigbee技術平台普及化若干產品。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提供業務收購良機的公司，尤其該等能鞏固本集團的設計

及技術能力或有利擴充網路的公司。

Salus 品牌產品被視為主要的增長來源，能提高本集團作為全球主要控制器專家的

名聲及能力，同時讓本集團可擴展至其他歐洲市場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

牙、法國、比荷盧三國關稅同盟及北歐。有見此龐大潛力，本集團已分別於年內及

結算日後收購Salus Controls GmbH（前稱為Salus Technologies GmbH）及Salus

Controls Plc的餘下權益，將各股權增至100%以取得更大經營控制權，為及時抓住利

益作好準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為539,206,000港元，當中大

部份以美元或港元計值。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及平均存貨週轉期分別為66.0日及60.5

日。總括而言，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維持健全的流動比率於2.0。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為273,414,000港元，包括銀

行貸款及透支264,612,000港元及應付融資租賃8,802,000港元，其中252,837,000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而20,577,000港元則將於一年後償還。上述借款大部份以港元計

值，所應用利率主要根據浮動利率釐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為861,16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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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為265,792,000港元，即現金及現金

等值項目總額扣除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本集團的淨現金狀況大幅改善，主要

是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在聯交所就上市而按每股股份 2.28港元發行

230,000,000股新股份（包括因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30,000,000股股份）獲得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469,419,000港元所致。

財資政策

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乃以美元及港元計值。基於港元與美元掛漖，故本集團不會承受

重大的外匯風險。本集團於中國生產廠房的若干製造及營運的經常費用乃以人民幣

計值。由於預期人民幣將會持續逐漸升值，本集團與一家香港持牌銀行訂立一項結

構外匯遠期合約，以減低承受人民幣升值的風險。管理層將密切監察任何潛在的外

匯及利率風險，並將會於必要時採取積極而審慎的措施訂立適當的金融工具以將相

關風險減低。

資本開支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39,193,000港元，其中約24,752,000港

元用於購置工具及機器。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購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作出任何重大資本負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4,200名全職僱員。每年一般根據僱員

個人資歷及表現、本集團的業績及市況檢討薪金及工資。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年終

雙糧、酌情花紅、醫療保險、公積金、教育資助及培訓。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購股權

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其中包括）本集團僱員授予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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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的目的乃獎勵曾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人士，並鼓勵僱員為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並

無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在聯交所發行新股份（包括就上市而行使超額配股權所發行

股份）而獲得的所得款項，在經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469,419,000港元。本集團擬將所

得款項淨額撥作招股章程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列的用途。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378,000港元用作為對本集團兩家合營附屬公司（其中一家

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起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的額外投資、約

44,176,000港元用作償還銀行借款、約44,176,000港元用作一般企業用途及所得款項

淨額的剩餘結餘以短期存款形式存放於若干香港持牌的金融機構及銀行。

結算日後事項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刊發的公告所詳述，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57,500

英鎊（相等於約2,472,750港元）收購Salus Controls Plc（一家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

成立及登記的公司，從事Salus品牌產品業務的發展）餘下45%的已發行股份。於收購

後，Salus Controls Plc成為本公司的間接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A章，該項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而本公司已遵守

上市規則所載的所須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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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市日期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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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達致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常規，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

障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由上市日期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止期間內，

本集團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該守則條文規定所有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的董事，

必須於獲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經股東選舉）外。為遵守上述守則條文第A.4.2規

定，董事會建議於二零零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修訂本公司章程細則的相關條文。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其他資料將載列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並將會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名為陸觀豪先生、Siewert, Patrick

Thomas先生及Feniger, Steven Julien先生及兩名非執行董事名為甘志超先生及Patel,

Arvind Amratlal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並與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

策及準則、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由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的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本初步公告內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及有關附註的數據， 等同本集團

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的金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相關工作並不

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準則或香港審驗應聘

服務準則而進行的審驗應聘工作，因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不對初步公告發出任何

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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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於本年度一直對本集團作出努力及貢獻

致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歐陽和

香港，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歐陽和先生（主席）

歐陽伯康先生（行政總裁）

蔡寶兒女士

非執行董事

黃英豪先生

甘志超先生

Patel, Arvind Amratlal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觀豪先生

Siewert, Patrick Thomas先生

Feniger, Steven Julien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