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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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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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容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ta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業績公佈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 134,585,928  ���,���,���
銷售成本  (115,317,929 ) (���,���,0�0 )    

毛利  19,267,999  ��,���,���
利息收入 � 163,780  ���,�0�
其他收入 � 592,010  ��0,���
其他收益及虧損 � (4,039,745 ) (���,�0�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43,955 ) (�,���,��� )
行政開支  (23,722,646 ) (��,���,0�� )
其他開支 � –  (�,���,��� )
財務成本 � (774,123 ) (�,���,���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056,680 ) �,���,���
稅項 � (2,680,991 ) (�,���,��� )    

本年度（虧損）溢利 �0 (12,737,671 ) �,�0�,�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收益  152,755  �,���,���    

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2,584,916 ) �,���,���    

    （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 (0.64 仙)  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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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7,966,380  ��,���,���
 預付租金  15,575,590  ��,���,���
 投資物業  1,968,988  �,0��,�0�
 無形資產  1,060,851  �,�0�,���
 遞延稅項  755,000  –
 就人壽保險保單存入的按金  1,918,669  –    

  79,245,478  ��,���,���    

流動資產
 存貨  15,076,652  ��,�0�,���
 貿易應收款項 �� 47,864,401  ��,��0,��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8,401,417  �,���,���
 預付租金  429,651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6,000  ��,000
 可收回稅項  –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098,699  �0,���,���    

  130,926,820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 15,576,481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640,008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40,879  ���,�0�
 應付董事款項  1,166,102  –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26,172,997  ��,0��,���
 其他應付款項（一年內到期）  –  ���,���
 應付股息  –  ���,�0�
 應付稅項  2,830,539  –    

  54,127,006  ��,���,���    

流動資產淨額  76,799,814  �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6,045,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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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000  �0,000,000
 儲備  142,445,292  ���,��0,�0�    

權益總額  152,445,292  ���,��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  �00,000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3,600,000  �,���,0��
 其他應付款項（一年後到期）  –  �,0��,���    

  3,600,000  �,���,���    

  156,045,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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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章（一九六一年法
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由註冊成立之日至二零零八年十
月二十日，本公司由梁秋曉先生獨資擁有。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
十一日期間，本公司之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威達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威達發展」），該
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梁秋曉先生、梁啟榮
先生、曾志蓉女士、梁春燕女士、王麗梅女士及葉世強先生擁有。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
日，威達發展完成向Wright Source Limited配售��,000,000股當時現有股份，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自此，威達發展不再為本公司之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
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及
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沙田小瀝源安平街�號新貿中心B座�樓�至�室。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上市」），本公司進行集團重組（「企業重組」）以精簡本集
團架構，據此，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於二零零八年
十月二十一日完成之企業重組使本公司成為威達絕緣材料製造有限公司（「威達香港」）與威
達香港當時股東之居間公司。企業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刊發的售
股章程（「售股章程」）。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
量表乃假設現時集團架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或自相關實體各自註冊
成立日期（以較短期間為準）起一直存續而編製。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提供企業管理服務。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致的債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第��號（修訂本）  聯營公司投資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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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惟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關於對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第�0段之修訂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
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僅影響呈列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呈報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提出更改多個專用名詞（包括修訂綜合財務報表之
標題）及多項綜合財務報表之格式及內容之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有關披露之準則，要求以在決定分部間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
之內部報告財務資料作為區分經營分部之基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並無導致本集
團應呈報分部（見附註�）須重整及分部損益、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計量基準改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於以往期間，本集團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之所有借貸成本於產生時支
銷。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剔除先前將所有借貸成本即時支銷之選擇
權。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導致本集團改變其會計政策，將所有
有關借貸成本撥充資本，作為合資格資產成本之一部分。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之過渡規定，並且對開始資本化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
之合資格資產相關之借貸成本採用經修改會計政策。由於經修訂之會計政策已由二零零九
年一月一日起提前應用，此項會計政策之變更並無導致以往會計期間之已呈報數額須作重
列。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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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訂修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作為對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
  披露對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

修訂。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會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擁
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為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引入新規定，並將於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生效，並允許提前採用。該準則規定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將以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債權投資(i)在以取得合
約現金流量為目標之業務模式而持有；及(ii)有合約現金流量僅用以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
金之利息一般以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權投資及股權投資均以公平值計量。採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或會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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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租賃」有關租賃土地之分類要求作出修訂。該等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並允許提前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歸類為經營租賃，在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為預付租金。修訂已經刪除有關要求。修訂後，租賃土地將按照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之一般原則被歸類，即根據與租賃資產所有權相關之風險及報酬歸於出租
人或承租人之程度釐定。應用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租賃土地之分
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
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於一般業務中出售商品時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並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乃一項披露準則，要求按本集團組成部分有關之內部報告之基準識別之經
營分部，並由首席營運決策者為將資源分配至分部及評估彼等表現之目的而定期審閱。相
比之下，前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部報告」）要求實體使用風險及回報法識別兩個分
部（業務及地區）。過往，本集團之主要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並無引致相比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釐定之主要分部而令本集團之經營分部重新指定，
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亦無改變分部損益之計量基準。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首席營運決策者，原因是彼等共同對本集團之營運作出策略決定。就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匯報之資料針對業務類別。各業務由本集團屬下獨
有之業務單位管理，其表現會個別評估。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經營
分部如下：

(a) 生產及銷售絕緣及耐熱材料（「製造」）；及

(b) 銅及硅膠貿易（「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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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05,583,694  29,002,234  134,585,928
     

分部溢利 12,635,554  1,737,451  14,373,005
   

利息收入     163,780
其他收入     592,010
其他收益及虧損     28,201
未分配銷售及分銷成本     (716,907 )
未分配企業開支     (23,722,646 )
融資成本     (774,123 )      

除稅前虧損     (10,056,680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0,���  ��,���,0��  ���,���,���
     

分部溢利 ��,���,0��  �,���,���  ��,���,���
   

利息收入     ���,�0�
其他收入     ��0,���
其他收益及虧損     (���,��� )
未分配銷售及分銷成本     (���,��� )
未分配企業開支     (��,���,0�� )
其他開支     (�,���,���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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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
並未計及利息收入、其他收入、未分配銷售及分銷成本、未分配行政成本、董事酬金、財
務成本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就無形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所得稅開支及與上市相
關之專業費用及開支之分配。此乃為了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首席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
算方法。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應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09,022,886  23,709,761  132,732,647
 預付租金     4,180,027
 投資物業     1,968,988
 無形資產     1,060,851
 遞延稅項     755,000
 就人壽保險保單存入之按金     1,918,669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8,401,41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6,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098,699      

綜合資產     210,172,298
     

負債
 分部負債 12,807,549  2,768,932  15,576,48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640,00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40,879
 應付董事款項     1,166,102
 銀行借貸     29,772,997
 應付稅項     2,830,539      

綜合負債     57,7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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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0,00�  ���,���,���
 預付租金     �,��0,0��
 投資物業     �,0��,�0�
 無形資產     �,�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000
 可收回稅項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0,���,���      

綜合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  �,���,��0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0�
 銀行借貸     ��,���,0��
 遞延稅項     �00,000
 應付稅項     ���,�0�      

綜合負債     ��,���,0��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分配至經營分部，惟投資物業、有關投資物業之預付租金、無形資產、就人
壽保險保單存入之按金、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按金、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可收
回稅項、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

‧ 兩個年度分配至經營分部之負債為貿易應付款項。其他負債如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
用、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付董事款項、應付股息、銀行借貸及遞延稅項則不予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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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量之金額：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7,769,239  515,369  8,284,60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348,144  658,082  7,006,22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85,104  –  85,104
撥回預付租金 291,045  –  291,045
呆壞賬撥備 4,067,946  –  4,067,946
滯銷存貨撥備 2,830,905  –  2,830,905
     

定期向首席營運決策者提供
 但不計入分部損益計算之金額：

融資成本 774,123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量之金額：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  ���,���  �0,���,���
添置預付租金 �,���,��0  –  �,���,��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0,���  ��0,���  �,��0,���
撥回預付租金 ���,���  –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0,0�0  –  �0,0�0
呆壞賬撥備 ���,���  –  ���,���
     

定期向首席營運決策者提供
 但不計入分部損益計算之金額：

融資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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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根據各銷售交易之送貨或交付文件，管理層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銷售類別如下：

 按地區市場劃分
 之外界客戶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中國（包括香港）（註冊成立地） 117,671,640  ���,��0,���
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附註） 12,337,945  ��,���,���
德國及愛爾蘭（附註） 4,576,343  �,���,��0   

 134,585,928  ���,���,���
   

附註：  於該兩個年度，來自個別外國國家的外界客戶的收入不大。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中國（包括香港）的非流動資產為��,���,�0�港
元（二零零八年：��,���,���港元）。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客戶為本集團總收益帶來貿易分部收益
��,0��,���港元（二零零八年：��,���,0��港元）。除此之外，於有關兩個年度內概無客戶佔
本集團總收益貢獻�0%以上。

來自主要產品之收益

並無編製或披露主要產品收益的資料，原因是董事認為有關資料並非隨時可得及編撰有關
資料將產生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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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90,070  ���,�0�
其他應收款項的利息收入 73,710  –   

 163,780  ���,�0�
   

租金收入 288,000  ���,000
雜項收入 304,010  ���,���   

 592,010  ��0,���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呆壞賬撥備 (4,067,946 )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 750,016  (��,��0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收益 (85,104 ) �0,0�0
就無形資產確認的減值虧損 (844,941 )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08,230  (���,��� )   

 (4,039,745 ) (���,�0� )
   

7. 其他開支

該筆金額為與上市有關的專業費用及其他開支。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報
規定，權益交易的交易成本中與新股發行直接有關的部份會列作權益扣減。餘下的成本則
於產生時確認為開支。

8. 融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754,647 ) (�,���,���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應付款項 (19,476 ) (��,��� )   

 (774,1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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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開支包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0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991 ) –   

 (17,991 ) (�,���,��0 )
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超額撥備（附註） (4,318,000 ) ���,�0�
本年度遞延稅項 1,655,000  –   

 (2,680,991 ) (�,���,��� )
   

附註：  於過往年度，本公司一間香港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一間中國附屬公司訂立一份進料
加工協議）根據法院裁決按�0:�0之比例納稅，其後該法院裁決被上訴法院推翻。因
此，已產生額外稅項撥備�,���,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將企業利得稅稅率
自��.�%減至��.�%，自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乃按
照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於本年度，由於香港附屬公司並無於年內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任
何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龍川威達絕緣材料有限公司（「龍川威
達」）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稅率減半（「稅項豁
免」）。龍川威達於二零零八年開始其首個獲利年度。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其他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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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稅項與綜合全面收益表所示之除稅前（虧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056,680 ) �,���,���
   

按香港利得稅率��.�%計算之稅項 1,659,352  (�,���,��� )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項影響 (56,791 ) (��,���,00� )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項影響 8,512  ��,���,���
未確認估計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294,559 ) (���,��� )
中國附屬公司所獲稅項豁免之影響 351,802  ���,���
於中國經營附屬公司之不同稅率影響 (6,117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318,000 ) ���,�0�
其他 (25,190 ) ��,���   

年內稅項 (2,680,991 ) (�,���,��� )
   

10. 年內（虧損）溢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核數師酬金 901,487  ���,���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陳舊存貨
 撥備�,��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 115,317,929  ���,���,0�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006,226  �,��0,���
投資物業折舊（計入行政開支） 53,216  ��,���
撥回預付租金  421,090  ���,�0�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金 1,281,227  �,�00,���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15,174,303  ��,�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68,977  ���,0��   
 15,843,280  ��,���,���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 (288,000 ) (���,000 )
扣除︰年內產生稅金收入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93,400  ��,���    

租金收入淨額 (194,60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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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年內宣派及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每股�港仙（按拆細前基準）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 ��0港元） 5,000,000  ��,000,000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港仙（按拆細前基準） 2,500,000  –   

 7,500,000  ��,000,000
   

建議股息 –  �,�00,000
   

根據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董事會議，威達香港已宣派每股��0港元的股息並已按照當
時股東各自持股權比例分派。

12.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各年的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各
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溢利及以下股份數目（已就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進行
的股份拆細作出調整）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2,000,000,000  �,���,�0�,��0
   

附註︰ 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時，所用股份數目乃假
設企業重組時已發行��,000,000股股份於該年度開始時已發行，且已根據資本化發
行對�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作出調整。

由於兩年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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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52,637,303  ��,���,���
減︰呆壞賬撥備 (4,772,902 ) (�,0��,��� )   

 47,864,401  ��,��0,��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介乎�0日至�0日。對於與本集團進行銅貿易或建立長期業
務關係的若干客戶，本集團或會給予不超過��0日的較長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
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撥備）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0至�0日 14,424,819  ��,���,���
��至�0日 10,690,932  �,���,�0�
��至�0日 8,748,286  �0,���,���
�0日以上但少於兩年 14,000,364  ��,���,���   

總計 47,864,401  ��,��0,��0
   

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0至�0日 6,115,356  �,���,���
��至�0日 3,649,844  �,���,���
��至�0日 322,011  ���,�00
�0日以上但少於一年 5,489,270  �,���,���   

總計 15,576,4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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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面對全球經濟逆境，二零零九年對本集團來說是艱辛且嚴竣的年頭。如同一眾製造企
業，本集團深受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金融海嘯拖累全球經濟急速衰退所形成的影響。

於回顧年度，經濟環境困難重重，全球經濟活動下滑壓抑歐美市場的電器消費及需求，
有關需求退減繼而導致本集團以電器為主的產品銷售隨之下跌。本集團大多數主要市場
之收益縮緊，對本集團業績構成沉重壓力，苦況百上加斤。

本集團已採取各種策略應付低迷的經濟及營商環境。為了保持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加大
市場推廣力度，如參與多個國際性絕緣材料展覽、設立銷售處、推行倉庫現代化及優化
分銷門市等。為提高產品特色及本身的競爭力，本集團已改良現有生產線、精簡人手、
進行物料應用研究、重整生產工序及開發產品。本集團力圖保持其作為中國大陸主要絕
緣材料製造商之一的地位。

基於上述情況，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錄得營業額約���,�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年
度減少約�0.�%。由於年內收益下跌及利潤縮減，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九年錄得虧損約
��,�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經審核綜合收益及本公司股東應佔虧
損分別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00,000港元）及��,�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溢利�,�00,000港元）。本集團的收益較去年下跌�0.�%。

本集團於整個二零零九年度因全球金融危機而備受不利影響。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銷
售情況尤其惡劣，但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顯著回升，對比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幅為
��.�%。整體收益減少，乃由於製造品的銷售及貿易業務分別下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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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勞工成本及於產品生產期間承擔的生產雜項
開支。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成本分別約為
���,�00,000港元及���,�00,000港元，分別佔相關年度的收益約��.�%及�0.�%。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毛利��,�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
的��,�00,000港元減少��.�%。於二零零九年的毛利所佔收益百分比大幅下降至��.�%（二
零零八年：��.�%），乃由於材料及間接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虧損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
�,000,000港元，乃由於呆壞賬撥備增加及就無形資產確認減值虧損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佔本集團收益�.�%，自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00,000港元減少約��.�%至二零零九年的�,�00,000港元。該減少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跌幅相若。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自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00,000港
元增加約��.�%至二零零九年的��,�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上市後多
項專業費用及開支增加、年內增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費用增加，以及其他行政開
支增加。

財務成本

由於二零零九年利率全面下調，加上本公司銀行借貸少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財務成本
自二零零八年的�,�00,000港元減至二零零九年的�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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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所得稅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00,000港元，乃由於過往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所致。

年內虧損

二零零九年的經營業績急轉，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00,000
港元跌至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00,000港元。該項虧損乃由於
其他虧損及行政開支增加、收益及毛利減少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佔收益百分比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大幅降至二
零零九年的虧損�.�%。

主要財務比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天） 130  �0�
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期（天） 49  ��
存貨周轉期（天） 48  ��
負債比率 14.2%  ��.�%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乃按各年度末貿易應收款項除以收益再乘以���日計算。由於市況轉
變，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天增至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0天。

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期

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期按相關年度年底的貿易應付款項除以該年度銷售成本再乘以���日計
算。兩個年度的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期相近，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日，而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日。

存貨周轉期

存貨周轉期按相關年度年底的存貨除以該年度銷售成本再乘以���日計算。年內，本集團
更審慎監察存貨周轉期的情況，務求保持於可滿足客戶訂單的最低水平。存貨周轉期於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日，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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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

負債比率按相關年度年底的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公司上市後，負債比率進一步改善，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降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經營資金來自內部所得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的銀行信貸為��,�00,000港元，已動用其中��,�00,000港元。大部分銀行借貸乃以港
元計值，而以美元計值的銀行借貸為�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大多須於一年內償還，年
內利息按介乎年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厘至�.��厘的浮動利率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比資產總值的比率計算，為��.�%（二零零八
年：��.�%）。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0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較去年輕微下
跌，為�.�%（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淨額約為
��,�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00港元）。本集團持續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錄得
低負債比率，流動性高，且擁有充裕的財務資源。

本集團持有以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其他應付款項、銷售與採購額，故有外匯風險。功
能貨幣為港元的附屬公司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於報告期末以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
（「美元」）計值的銀行結餘、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付款項及銀行借貸。由於港元匯率與
美元掛鈎，故本集團認為該等附屬公司的美元外匯風險不大。就人民幣而言，本集團致
力平衡人民幣資產與負債，以將匯兌風險減至最低。

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控外匯風險並會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
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銀行借貸��,�00,000港元及銀行信貸
��,�00,000港元（其中��,�00,000港元尚未動用）以本集團於香港的物業作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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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每股�.�
港仙（按拆細前基準））。

主要投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與中國租賃物業
之資本開支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00,000港元）。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0名僱員。本集團根據僱員成績及表
現實施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參與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國家
管理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不斷為員工提供可提高行業品質標準知識之培訓安排。

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獎勵對本集團的成就作
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該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僱員、董事、股
東及任何其他合資格人士。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根據該計劃向
任何人士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

展望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本集團獲一認證機構頒發ISO/TS�����:�00�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實行這質量管理體系意味著本集團的產品質量控制水平進一步提
升，從而維護及進一步強化其產品日後的競爭優勢。

新增董事加入後，已向董事會建議若干全新營商計劃。本公司現正打造策略性地位以開
創天然資源業務。誠如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所公佈，本公司已就簽訂有關可能收購若
干油田項目訂立無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

最後，本集團對於全球市場呈現復蘇跡象深感鼓舞。儘管全球經濟經已靠穩，但美國及
歐洲失業率仍然高企，故預期兩地市場的消費信心不會顯著改善。絕緣及耐熱解決方案
供應商業務將仍是本集團的核心業務。由於經濟狀況於二零一零年逐漸好轉，隨著市場
回穩，預期本集團將透過產品創新、市場拓展及業務多元化實現業務增長。本集團將發
掘其他商機並考慮任何合適的資產出售、資產收購、業務整頓、出售變現及╱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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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藉以擴大本集團的長遠發展潛力。任何收購或出售將按照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作出。不過，目前並無制定任何具體方案。本集團日後重點發展業務整頓及多元化，
預計這方面的努力將會推動業務增長。本集團將致力提升盈利質量，透過併購或成立合
營企業等各種方法擴展業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審核委員會
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慶達先生、鄭孝仁先生及鍾偉光先生組成。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載於本初步公佈的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有關數字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認可為本
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不
屬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
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並不就初步公佈發表核證意見。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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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指定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刊發年度業績

年度業績公佈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http//www.vitar.com.hk)。年報將適時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啟榮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梁秋曉先生、梁啟榮先生、曾志蓉女士、梁春燕女士、張偉權先生、 
鄭伯龍先生、常永田先生及陳亮先生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而黃慶達先生、鄭孝仁先生
及鍾偉光先生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