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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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 913,200,000 : 913,200,000 : 913,200,000 : 913,2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下跌下跌下跌下跌 27.8%  (2009: 1,265,000,000 27.8%  (2009: 1,265,000,000 27.8%  (2009: 1,265,000,000 27.8%  (2009: 1,265,0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經營之現金淨額經營之現金淨額經營之現金淨額經營之現金淨額 : 111,400,000 : 111,400,000 : 111,400,000 : 111,4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下跌下跌下跌下跌 22.6%  (2 22.6%  (2 22.6%  (2 22.6%  (2009: 143,900,000009: 143,900,000009: 143,900,000009: 143,9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 : 20.1 % : 20.1 % : 20.1 % : 20.1 %，，，，下跌下跌下跌下跌0.10.10.10.1百份點百份點百份點百份點 (2009: 20.2%) (2009: 20.2%) (2009: 20.2%) (2009: 20.2%)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 51,100,000 : 51,100,000 : 51,100,000 : 51,1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下跌下跌下跌下跌 44.0%  (2009: 91,300,000 44.0%  (2009: 91,300,000 44.0%  (2009: 91,300,000 44.0%  (2009: 91,3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總股息總股息總股息總股息((((每股每股每股每股) : 12.0) : 12.0) : 12.0) : 12.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下跌下跌下跌下跌20.0%  (2009: 15.020.0%  (2009: 15.020.0%  (2009: 15.020.0%  (2009: 15.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富士
高]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年度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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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913,229913,229913,229913,229    1,264,996 
銷售成本  (729,664)(729,664)(729,664)(729,664)    (1,009,398) 
  ────────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83,565183,565183,565183,565    255,598 
       
其他收益–淨額  74747474    10,664 
分銷及銷售支出  (19,046)(19,046)(19,046)(19,046)    (19,205) 
一般及行政支出  (102,753)(102,753)(102,753)(102,753)    (137,413) 
  ────────    ────────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3 61,84061,84061,84061,840    109,644 
       
融資收入  1,4811,4811,4811,481    7,710 
融資成本  (1,067)(1,067)(1,067)(1,067)    (3,440) 
  ────────    ────────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62,25462,25462,25462,254    113,914 
       
所得稅開支 4 (7,260)(7,260)(7,260)(7,260)    (15,773) 
  ────────    ────────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54,99454,99454,99454,994    98,141 
  --------------- --------------- 
其他全其他全其他全其他全面收益面收益面收益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352352352352    116 
匯兌差額  881881881881    8,167 
解散其一附屬公司時所解除之匯兌儲備  ----    (6,286) 
  ────────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     1,2331,2331,2331,233    1,997 
  ---------------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6,22756,22756,22756,227    100,138 
  ════════    ════════ 
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1,14251,14251,14251,142    91,296 
少數股東權益  3,8523,8523,8523,852    6,845 
  ────────    ──────── 
  54,99454,99454,99454,994    98,141 
  ════════    ════════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2,32652,32652,32652,326    92,901 
少數股東權益  3,9013,9013,9013,901    7,237 
  ────────    ──────── 
  56,22756,22756,22756,227    100,138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5 48,77148,77148,77148,771    59,879 
  ════════    ════════ 
       
年內歸屬本公年內歸屬本公年內歸屬本公年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港仙) 6         12.812.812.812.8    22.9  
  ════════    ════════ 

- 攤薄 (每股港仙) 6 12.712.712.712.7    22.9  
  ════════    ════════ 
    



 - 3 -

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3,202193,202193,202193,202    201,817 
投資物業  1,6001,6001,6001,600    4,44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3,77933,77933,77933,779    35,63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7,5137,5137,5137,513    2,480 

  ───────    ─────── 
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     236,094236,094236,094236,094    244,375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4,978104,978104,978104,978    104,376 
應收貨款 7 163,723163,723163,723163,723    165,666 
其他應收款項  24,00624,00624,00624,006    17,070 
衍生金融工具  171171171171    88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  73,88573,88573,88573,885    8,667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720720720720    - 
定期存款  6,816,816,816,81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5,407385,407385,407385,407    415,846 

  ───────    ─────── 
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     759,700759,700759,700759,700    712,505 
  ------------- -------------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8 96,78696,78696,78696,786    60,10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0,87280,87280,87280,872    98,098 
當期所得稅負債  16,77616,77616,77616,776    16,646 
銀行借款  26,10726,10726,10726,107    16,988 

  ───────    ─────── 
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     220,541220,541220,541220,541    191,835 
  ------------- -------------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39,159539,159539,159539,159    520,670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5,253775,253775,253775,253    765,045 
  ------------- -------------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9861,9861,9861,986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321,1321,1321,132    1,892 

  ───────    ─────── 
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     3,1183,1183,1183,118    1,892 
  -------------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772,135772,135772,135772,135    763,153 
  ═══════    ═══════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40,63940,63940,63940,639    39,919 
其他儲備  186,060186,060186,060186,060    177,376 
保留溢利       
− 建議股息  32,80332,80332,80332,803    35,927 
− 其他  468,68468,68468,68468,688888    465,477 

  ───────    ─────── 
  728,190728,190728,190728,190    718,699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43,94543,94543,94543,945    44,454 
     ───────    ─────── 
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     772,135772,135772,135772,135    763,1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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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
投資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包括衍生工具) 之
重估而作出修訂。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採納以下新訂及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
用此等新準則和修訂之準則並沒有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此項經修訂準則禁止在權益變動表中呈列收入及支出項目 （即「非擁有人之權益
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必須在全面收益表中與擁有人之權益變動
分開呈列。所以本集團在報表中呈列所有擁有人之權益變動, 但所有非擁有人之權益
變動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呈列。 

 
實體可選擇呈列一份業績報表 （全面收益表），或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已選擇呈列一份業績報表：全面收益表。本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經修訂的披露規
定而編製, 此披露變動對每股盈利沒有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 「分部報告」。該新準則規定採用「管理方
法」，將分部資料按內部報告採用之相同基準呈列。因此，本集團之業務運作由兩個
可呈報分部組成,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與配件及零件。 

 
經營分部之呈列方式與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內部報告一致。該主要營運決策人已
被釐定為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執行董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修訂本) -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該修訂增加了有關公平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該修訂特別地就金融工
具的公平值計量引入分級架構披露。此會計政策變動只是導致額外披露, 對每股盈利
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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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續續續))))    
 

下列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亦是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或以後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08年之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修訂本）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
司的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計劃－歸屬條件 
及註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 （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清盤產生之可沽售金融工具及責任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修訂本）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8號 從客戶轉移資產 2 

 
1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修訂外 (該修訂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或以後之財政年度生效)，其餘修訂對本集團而言均由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開始或以後之財政年度生效。 

 
2 實收轉移資產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或以後生效。 

 
採納該等修訂之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沒有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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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已被釐定為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審閱本
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表現並據此分配資源。管理層亦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人從產品角度（即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與配件及零件）評估業務表現。 
 
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業績並不包括企業支出、其他收益及
虧損、融資收入及成本。 
 
分部間收入乃根據訂約雙方一致協定之條款進行。外界收入均來自若干外界客戶及按與綜合
全面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 

  音響耳機音響耳機音響耳機音響耳機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撇銷撇銷撇銷撇銷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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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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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總額 596,696596,696596,696596,696    874,323 316,533316,533316,533316,533    390,673 ----    - 913,229913,229913,229913,229    1,264,996 
 分部間收入 ----    - 89,74689,74689,74689,746    159,000 (89,746)(89,746)(89,746)(89,746)    (159,000) ----    - 
  ─────── ─────── ─────── ─────── ─────── ─────── ─────── ──────── 

 收入 596,696596,696596,696596,696    874,323 444406,27906,27906,27906,279    549,673 (89,746)(89,746)(89,746)(89,746)    (159,000) 913,229913,229913,229913,229    1,264,996 
  ═══════ ═══════ ═══════ ═══════ ═══════ ═══════ ═══════ ════════ 

          

 分部業績 42,56642,56642,56642,566    74,642 24,94724,94724,94724,947    27,285 ----    - 67,51367,51367,51367,513    101,927 
  ═══════ ═══════ ═══════ ═══════ ═══════ ═══════   

          

 企業支出       (5,747)(5,747)(5,747)(5,747)    (2,947) 
 其他收益–淨額       74747474    10,664 
 融資收入       1,4811,4811,4811,481    7,710 
 融資成本       (1,067)(1,067)(1,067)(1,067)    (3,440)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2,25462,25462,25462,254    113,914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6,28726,28726,28726,287    30,651 14,68414,68414,68414,684    15,380 ----    - 40,97140,97140,97140,971    46,031 
        ═══════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
攤銷         

 - 分部攤銷 394394394394    394 162162162162    162 ----    - 556556556556    556 
 - 企業攤銷                300300300300    522 
        ─────── ──────── 

        856856856856    1,078 
        ═══════ ════════ 

 

年內，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可呈報分部，藉此經營業務所得分部收入已按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與配件及零件分部呈報。比較數據已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之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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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856856856856 1,07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0,97140,97140,97140,971 46,031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淨額 11711711711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收益) 淨額 2,6092,6092,6092,609 (46) 
 員工費用 (包括董事酬金) 200,174200,174200,174200,174 263,534 

  ═══════ ═══════ 

 

4444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三月為止。 
 
香港利得稅撥備已按照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2009: 16.5%）稅率計算。本集團於
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7,4517,4517,4517,451 10,252 

 -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613613613613 6,562 

 - 往年度過剩撥備 (44)(44)(44)(44) (1,815) 
  ────── ────── 

  8,0208,0208,0208,020 14,999 
  ----------- ----------- 
 遞延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433)(433)(433)(433) 774 

 - 往年度過剩撥備 (327)(327)(327)(327) - 
  ────── ────── 

  (760)(760)(760)(760)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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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7,2607,2607,260 15,773 

  ══════ ══════ 

 

5555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零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 港仙 （2009: 
5.0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港仙 （2009: 4.0港仙） 。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
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向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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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計算：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千港元) 51,14251,14251,14251,142 91,296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9,258399,258399,258399,258 397,812 

    

 就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之潛在攤薄影響而作出調整(千股) 1,9591,9591,9591,959 1,192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01401401401,217,217,217,217 399,004 

  ════════ ════════ 

 

7777 應收貨款應收貨款應收貨款應收貨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 7日至 120日之信貸期。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
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21,855121,855121,855121,855 131,357 

 1日至 30日 24,17624,17624,17624,176 21,736 

 31日至 60日 13,42113,42113,42113,421    10,848 

 61日至 90日 3,6963,6963,6963,696    4,156 

 90日以上 5,6555,6555,6555,655    3,964 
  ─────── ─────── 

  168,803168,803168,803168,803 172,061 
 減：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備 (5,080)(5,080)(5,080)(5,080) (6,395) 
  ─────── ─────── 

 應收貨款，淨額 163,723163,723163,723163,723 165,666 
  ═══════ ═══════ 

 

8888    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73,17773,17773,17773,177 49,291 
 1日至 30日 16,03116,03116,03116,031 7,112 

 31日至 60日 3,1733,1733,1733,173 967 

 61日至 90日 2,2952,2952,2952,295 1,318 

 90日以上 2,1102,1102,1102,110 1,415 

  ─────── ─────── 

 應付貨款 96,78696,78696,78696,786 60,1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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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亦不會辦理轉讓股份。為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和
特別末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號舖。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全球金融危機持續影響全世界消費意欲，進而窒礙本集團之增長。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總收入為 913,200,000 港元，較去年減少 27.8% (二零零九: 
1,265,000,000 港元 ) 。毛利按年下跌 28.2%至 183,6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 : 
255,600,000 港元)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下降 44.0%至 51,1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 
91,300,000 港元) 。由於使用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及垂直整合業務的優勢，儘管年內材
料及勞工成本不斷上漲，毛利率仍維持在 20%以上。  

 
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    

 
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核心業務－－－－戴咪耳機及音戴咪耳機及音戴咪耳機及音戴咪耳機及音響響響響耳機耳機耳機耳機    

 
這業務範疇為本集團營運的主要部分，佔整體收入的 65.3% (二零零九: 69.1%) 。回顧
年內，所錄得的收入為 596,700,000港元，按年下降 31.8% (二零零九: 874,300,000港
元) 。造成收入下降之主要原因，是由於經濟復甦緩慢，北美對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之
需求下降，而北美乃本集團主要客戶依賴之市場。同時，逆境亦導致一家歐洲頂尖流動
電話製造商延遲推出產品。多種原因下，歐洲對流動電話需求疲弱，因此直接影響本集
團自此兩個地區所賺取之收入。此外，本集團為保持盈利能力而策略性地決定停止供應
微軟 Xbox 360TM遊戲機的配套耳機，此一策略決定亦導致收入減少，故加劇下降年內
總收入。 

 
然而，由於本集團與其他世界級客戶關係良好，令收入的跌幅得以盡量減低。本集團在
音響及多媒體業務方面的實力，除透過與歐洲及日本專業音響品牌保持緊密夥伴關係
外，亦藉接獲於此等業務範疇之其他客戶的增加訂單而得以引證，因而進一步擴大本集
團的大眾市場佔有率。同樣地，本集團開發及推出時尚耳機的實力，令其產品需求躍升。  
    
非核心業務非核心業務非核心業務非核心業務－－－－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此業務範疇為垂直整合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年內收入下降 19.0%至 316,5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 390,700,000港元) ，惟對本集團整體收入貢獻有所增長，所佔份額為 34.7% 
(二零零九: 30.9%) 。鑒於本集團核心業務的需求因經濟狀況疲弱而整體下降，故表現欠
佳乃在意料之中。外銷配件及零件之貢獻在其相對溫和之收入跌幅支撐下，較本集團核
心業務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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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疲弱的陰霾仍揮之不去，惟管理層相信經濟谷底已過，而已實施有效刺激
經濟方案的國家現正開始收割成果，令本集團未來前景更為明朗。現有業務夥伴的訂單
已亦增加，而新增及潛在客戶亦正與本集團商議。 
 
本集團與歐洲及日本頂尖品牌之合作使其直接受惠於有關品牌對尖端電聲產品之強大需
求，令訂單增多及參與更多的研發項目。本集團預期，鑒於客戶信心提升及該等優質產
品的較高利潤，此類合作之貢獻仍能更進一步。 
 
本集團重視在大眾市場建立據點，故透過為音響及多媒體業務推出新產品將進一步回應
需求。除適時研發及推出時尚產品外，物色新客戶及運用全面的銷售網絡分銷產品均將
為本集團之部份策略，並在此重要市場之業務獲得更大部份之佔有率。 
 
本集團亦將不斷尋找商機，務求能繼續在通訊品牌市場獲取業務。在培育與現有客戶之
關係時，亦能同時吸引新的客戶，本集團將運用其研發能力以滿足客戶需求。此外，本
集團的生產能力及一站式服務亦為重要優勢，可招徠潛在客戶的注意及引發客戶與本集
團建立業務夥伴關係的興趣。 
 
由於本集團的所有業務範疇均有所提升，研發能力將成為關鍵元素。為建立此項專業質
素，本集團將招攬具備合適技能之人才，以令研發團隊有能力全面提供度身訂造解決方
案，提倡共同發展安排並擴大本集團之產品組合。此外，管理層將大力推行降低成本措
施，此舉對維持穩健毛利率非常重要。通過以上種種努力，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將可實
現長期穩健增長。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539,2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 520,700,000 港元) 。本集團之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
3.4倍 (二零零九: 3.7倍) 及 3.0倍 (二零零九: 3.2倍) 。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約為 392,200,000
港元，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415,800,000港元輕微下跌約 5.7%。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總額中約 70.1%、19.0%及 9.6%分別為美元 、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其餘則為其他貨幣計值。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合共約為
264,300,000港元 (二零零九: 270,900,000港元) ，為來自多家銀行之貸款及貿易信貸，
而未動用之餘額約為 238,200,000港元 (二零零九: 253,900,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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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 26,100,000 港元 (二零零九: 
17,000,000港元) ，是多項有抵押之短期人民幣貸款並於一年內到期。 
 
本集團以約為 42,400,000港元 (二零零九: 43,500,000港元) 之若干物業及土地使用權
用作多項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本集團之借貸按年利率為 5.3 厘計息 (二零零九: 5.3
厘) 。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3.6% (二零零九: 2.4%) ，乃根
據銀行借貸總額及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權益總額之百分比計算。若將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計算在內，本集團正處於淨現金狀況。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而大部分交易乃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當未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和負債的計值貨幣並非本集團實體之本位貨幣時，本集團
便要承受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已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管理有關風險。 
    

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 5,500名 (二零零九: 逾 6,000名) 僱員。
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 200,200,000港元 (二零零九: 263,500,000港元) 。 
 
本集團亦根據工作表現及成績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僱員報酬是根據慣常之薪酬及
花紅制度按員工表現給予的。酌情花紅視乎本集團之溢利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而定，
而僱員福利包括宿舍、醫療計劃、購股權計劃、香港僱員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內
地僱員之國家退休金計劃。本集團亦已為其管理層及僱員提供培訓計劃，以確保彼等獲
得適當培訓。 
 
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向多間銀行提供約為 155,700,000 港元 (二零零
九: 198,000,000港元) 之公司擔保，以作為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之擔保。附屬公司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所用之信貸額約為 26,100,000港元 (二零零九: 17,000,000港
元) 。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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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及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除偏離守則第 A.2.1
條守則條件文規定外，本公司於整個年度均有遵守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 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予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截
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尚未委任任何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一職。行政總裁之職責現由本公
司所有執行董事（包括主席）共同承擔。董事會認為，該項安排可維持本公司業務的穩
定性和效率， 以及使本公司之政策和策略得以繼續實行及保存，故實屬恰當及符合本集
團利益。展望未來，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該項安排之成效，及考慮於適當時委任人士擔
任行政總裁。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志雄先生、源而細先生、周文仁先生、
源子敬先生、楊少聰先生及周麗鳳小姐，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樹成博士、車偉恆先生
及李耀斌先生。 
 

    

承董事會命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