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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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East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日 東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5）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455,199 374,860

銷售成本  (393,758) (348,934)
   

毛利  61,441 25,926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455 4,522

銷售及分銷成本  (28,535) (25,497)
行政開支  (42,122) (44,777)
其他開支  (7,323) (10,779)
財務費用 5 (11) (1,219)
分佔虧損：
 共同控制企業  – (6,000)
 聯營公司  (19) (1)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4,114) (57,82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4,079) 6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8,193) (5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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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之調整
重估持作自用物業的盈餘╱（虧損） 6,573 (5,497)

重估盈餘╱虧損的相關所得稅 (1,364) 1,366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收益 155 3,37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之調整及扣除稅項後淨值 5,364 (7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829) (57,8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 8 (1.56)港仙 (10.88)港仙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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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549 138,147

預付土地租金  9,704 9,93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019
   

  141,253 149,098

流動資產
存貨  61,254 70,56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90,842 68,0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78 17,368

儲稅券  3,000 –

應退稅項  191 19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224 61,594
   

  309,589 217,7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27,280 62,4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9,776 33,539

融資租賃承擔  108 256

應付董事款項  2,972 1,996

應付稅項  22,413 18,501
   

  202,549   116,712
   

流動資產淨值  107,040 101,0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8,293 250,166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8 136

遞延稅項負債  5,177 4,113
   

  5,205 4,249
   

資產淨值  243,088 245,91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500 52,500

儲備  190,588 193,417
   

權益總額  243,088 24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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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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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
報表生效及與其相關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披露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造成重
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對主要財務報表之格式與標題，以及該等報表內若干項目之呈列方
式作出若干變更。當實體追溯應用會計政策或其財務報表追溯重列項目，或其重新分類於財務報表之項目時，
須於最早之比較期間開始呈報第三份財務狀況表。其亦導致須作出額外披露。

本集團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計量及確認方法維持不變，但直接於權益確認的部分項目現時於其他全面收
入項下確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影響擁有人權益變動的呈列，並引入「全面收益表」。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
該項經修訂準則的規定。本集團已對財務報表的呈列及分類呈報的會計政策追溯應用變更。然而，比較數字的
變動並無影響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之綜合或公司財務狀況表，因此並無呈列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之第三份財務
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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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本修訂本要求投資者在損益賬確認來自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股息，而不論有關分派乃自被投
資單位的收購前或收購後儲備派付。於過往年度，本公司確認自收購前儲備派付的股息為收回其於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的投資（即投資成本的扣減）。只有自收購後儲備派付的股息才會於損益賬中確認為收入。

根據該新會計政策，倘股息分派過多，該投資將根據本公司有關非財務資產減值的會計政策進行減值測試。

新會計政策已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的規定予以應用，因此並無重列比較數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披露改善
有關修訂要求就財務狀況表內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作出額外披露。此等公平值計量乃分類成為一個三層之
公平值架構，反映出計量時使用之可觀察市場數據水平。此外，衍生金融負債之到期分析乃分開披露，倘餘下
合約到期日對了解現金流量時間性十分關鍵，則需要列入該等衍生工具之餘下合約到期日。本集團已利用有關
修訂之過渡條文，並無就新規定提供比較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並無影響本集團之已確認及可呈報經營分部。然而，所報告分部資料現時乃以主要
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之內部管理報告資料為基準。於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中，分部乃參考本集團風險及回報之主
要來源及性質確認。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該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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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此項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報告期間，且將會提前應用。此項新準則仍然要求使用購買
法（現時改稱為收購法），但對於轉讓代價以及被收購方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確認及計量與被收購方之非控股
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之計量引入重大變動。預期此項新準則將會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報告
期間發生之業務合併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財務工具
此項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此項新準則減少了金
融資產之計量類別數目，所有金融資產將會根據有關實體管理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之特
點，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公平值收益及虧損將於損益確認，惟有關若干股本投資之公平值收益及虧損則
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董事現正評估此項新準則於首次應用年度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可能產生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此項經修訂準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並對有關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以及本集團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變動之會計規定引入變動。全面收益總額須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導致非控股權益結
餘產生虧絀。董事不預期該準則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表構成重大影響。

二零零九年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大部份修訂已對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本集團預期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之修訂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有關。於修訂前，香港會
計準則第 17號一般要求土地之租賃分類作經營租賃。此項修訂要求土地之租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載列之
一般原則而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本集團將需要根據此項修訂之過渡條文，以該等租賃開始當時已存在之資
料為基準，重新評估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未屆滿土地租賃之分類。此項修訂將會追溯應用，惟倘欠
缺所需資料，則租賃將會於採納修訂當日進行評估。董事現正評估此項修訂對本集團於首個應用年度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可能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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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確認了本集團兩條產品線為可呈報分類：

(i)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 設計、製造和銷售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ii) 品牌生產設備 – 品牌生產設備的貿易及分銷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品牌生產設備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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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售予集團外客戶 219,458 221,177 235,741 153,683 455,199 374,860

其他收益－外部 9,787 2,824 – – 9,787 2,824
      

可呈報分類收入 229,245 224,001 235,741 153,683 464,986 377,684
      

可呈報分類業績 (6,504) (50,321) 6,460 7,015 (44) (43,306)
      

折舊及攤銷 14,506 15,502 – – 14,506 15,50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4,679 8,689 – – 4,679 8,689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2,359 – – – 2,359 –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640 4,120 – – 1,640 4,120

撇銷壞賬 70 – – – 7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0 – – – 10

可呈報分類資產 210,111 236,639 92,475 65,494 302,586 302,133

資本性支出 954 2,893 – – 954 2,893

可呈報分類負債 76,223 47,772 99,292 47,537 175,515 95,309
      

本集團經營分部呈列的總額與財務報表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入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219,458 221,177

品牌生產設備 235,741 153,683
  

本集團收入 455,199 37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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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業績 (44) (43,306)

租賃收入 1,508 988

利息及其他公司收入 1,160 710

公司開支 (6,719) (9,027)

分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19) (6,001)

銀行借貸之融資成本 – (1,189)
  

除所得稅前虧損 (4,114) (57,825)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210,111 236,639

品牌生產設備 92,475 65,494
  

 302,586 302,133

儲稅券 3,000 –

應退稅項 191 19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224 61,594

其他公司資產 5,841 2,960
  

總資產 450,842 366,878
  

分類負債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76,223 47,772

品牌生產設備 99,292 47,537
  

 175,515 95,309

應付董事款項 2,972 1,996

遞延稅項負債 5,177 4,113

其他公司負債 24,090 19,543
  

總負債 207,754 12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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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源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分類資產按以下地區分類收入：

 源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營業地點） 350,608 335,930 120,599 122,366

香港 78,948 19,207 20,654 26,732

歐洲（主要為西班牙及德國） 21,652 11,738 – –

其他地區（主要為日本及新加坡） 3,991 7,985 – –
    

 455,199 374,860 141,253 149,098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84,226,000港元或本集團收入之約 19%依賴品牌生產設備之單一客戶
（二零零九年：約 4,023,000港元或 1%）。

客戶地區位置根據交付產品所在位置而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則基於資產之實際位置。本公司為一家投資
控股公司，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擁有其大部分業務及員工，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修訂本）「經營分部」
的披露規定，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為中國內地。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於本年度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

收入、 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銷售貨品 455,199 374,860
  

其他收入：
租賃收入 1,508 988

銀行利息收入 373 710

服務收入 3,953    10

壞賬撥回 2,397 737

其他 4,113 2,077
  

 12,344 4,522
  

收益：
匯兌收益，淨額 111 –
  

 12,455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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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 1,189

融資租賃利息 11 30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負債利息總額 11 1,219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已售存貨成本 340,252 279,470

 －包括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640 4,120

折舊
 －自有資產 14,143 15,041

 －租賃資產 122 220

研發成本 2,265 3,402

租賃土地及樓宇根據營運租約之最低租金 479 511

核數師酬金 850 850

僱員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酬 54,853 55,468

 －定額福利計劃供款 2,170 2,104
  

 57,023 57,572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41 241

撇銷壞賬 7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4,679 8,689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35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11)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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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於香港之營運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中國
內地之應課稅項已按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過往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806 (313)

遞延稅項 (300) (559)
  

所得稅開支╱（抵免） 506 (872)
  

即期－本年度稅項
   －中國大陸 3,573 184
  

所得稅開支╱（抵免）總額  4,079 (688)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8,19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7,13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
之普通股數目 525,000,000股（二零零九年：525,000,000股）計算。

由於年內並無潛在普通股，故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為高，故並未對截
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構成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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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賒賬期（各賒賬期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一般為 30日至 180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日依據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9,489 30,132

91至 120日 5,025 423

121至 180日 7,669 12,394

181至 360日 6,665 11,890

360日以上 11,994 13,228
  

 90,842 68,067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日依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09,247 30,949

91至 120日 3,405 4,554

120日以上 14,628 26,917
  

 127,280 62,42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為免息及一般須於 90至 180日內支付（二零零九年：90至 180日）。

11. 股息

本年度概無派付中期股息及董事不擬派付本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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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 營業額約為 45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75,000,000港元），上升約 21.3%。

－ 除所得稅前虧損約為 4,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7,800,000港元）。

－ 年內虧損約為 8,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7,1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約為 1.56港仙（二零零九年：10.88港仙）。

業務回顧

(A) 堅持政策指引及緊密跟隨市場趨勢

1. 優化業務結構進入太陽能光伏業務領域

本公司優化 SMT整體解決方案並加強本公司在業內的競爭優勢；本公司大力發展國內
LED節能照明、通訊、汽車、家用電器、半導體及三網融合的高速成長性行業；本公司亦
正式與來自國內及海外的專家攜手進入太陽能光伏業務領域，研究、設計及製造國際先進
的太陽能光伏生產設備，包括全自動絲網印刷機、洗衣機、制絨設備、等離子刻蝕機、高
溫燒結爐、擴散爐、完整生產線及 PECVD等產品。

2. 鞏固華南市場，著眼於北方及海外市場並提高本公司市場份額。

本公司以華南為基地，即時將市場重心拓展至北方。北方市場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止六
個月的業績顯示，北方市場潛力無限，且將成為未來持續發展的關鍵區域。國際市場業務
逐漸恢復，本公司將加速國內市場拓展步伐，同時分期按區發展海外市場。

3. 提高產品技術水平並為行業設立標準。

作為一家高科技企業，日東一直以其出色的產品成為行業發展的先鋒。本公司不斷投資產
品研發並取得實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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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為其淘汰產品－無鉛波峰焊機系列開發兩种新技術，即「降低氧化廢
料」及「自動優化助焊劑通路」，被業內國際業者視為突破。

除產品原創技術創新外，本公司亦開發兩種新產品，即 IPC810無鉛熱風回流系統及
PEAK-2010無鉛波峰焊機，皆通過焊接設備專家小組的檢驗，達到該類產品的國際標準。

本公司就SMT分部與美國 IPC組織合作並發展回流焊接測試方法，為目前業內唯一關於設
備的測試標準，並為規管行業市場及鼓勵自主創新提供指導。

4. 提供增值服務及創造新價值鏈

本公司透過提供產品附加值服務，避免過於依賴加工及處於價值鏈的低端。

本公司為首家提供技術支援服務的公司，即向客戶提供免費技術培訓。該服務極大幫助客
戶減低成本及強化競爭力，以對抗金融危機，並使其快速把握擴展生產的機遇。客戶已就
此服務給予十分正面的反饋，幫助提升日東形象。

與本公司策略夥伴三星共同推出「綠色服務」項目，提供免費設備檢驗、維護及修理服
務。通過推出該項目，本公司產品使用壽命大幅延長，為本公司產品增值，彰顯本公司與
客戶共度難關的決心。本公司已由該項目獲得滿意回報。

(B) 內部營運的結構調整

1. 優化組織架構及進一步整合資源

金融危機影響下，本公司為降低市場競爭風險，於二零零九年進一步調整組織架構，並重
新整合本公司資源，極大提高各內部部門的協調配合、企業經營效率及內部資源利用效
率，並減少本公司內部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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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建系統及優化表現評估

就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及重新整合資源而言，本公司優化各管理系統及運作流程，並重塑不
適合新組織架構及運作流程的系統。本公司依循新情況增加發展要求，重新定義並豐富組
織職能及各部門的職責。本公司實施整體表現評估方案，持續優化表現評估，引入KPI指
標將非製造員工納入表現評估，使所有員工接受評估程序。透過以上努力，本公司確保組
織架構的正常運作，並進一步加強生產效率。

3. 擴展招聘渠道、發展培訓中心及建立有效管理團隊，為本公司持續發展提供人力資源

本公司積極推廣「以人為本、正直信用為先」的管理哲學，持續加強與技術學校及大學合
作，培養人才及由著名學府引進高端技術專家以擴展招聘渠道。而且，本公司通過與外部
獵頭及技術員招聘機構合作，聘請管理人員及熟練技術員。此外，日東培訓中心成立以優
化本公司人才儲備培訓系統、人才培養系統、薪酬系統及評估系統，同時引入國際領先項
目「Corporate Coaching」提升管理人員的觀念和質素。本公司計劃在 2至 3年內建立負責
及執行管理隊伍，並培訓熟練技術員及優質員工，為本公司持續發展保持充足及可靠的人
力資源。

未來展望

二零一零年，環球經濟整體迅速改善，經營環境逐步轉好。對於日東集團，這是良機與挑戰並存
且快速發展的一年。借經濟復蘇之勢擴展市場份額並快速提高本集團整體效率，已成為本集團二
零一零年的工作重點。按國家政策指引，本集團將設立現代企業管理體系，及負責任並將理念付
諸行動的專業管理團隊，實施「以人為本、正直信用為先」的管理哲學，並依靠技術知識達成管理
效率目標。就外部而言，本集團遵循「善用現有業務平臺發展新產業業務」的方針，將按計劃進入
太陽能光伏業務市場，並於中西部地區推出自動化及物流設備業務，建立強大商業聯盟，實施並
進一步與BOSCH就SMT產業的策略合作展開磋商，鞏固現有市場，同時合力為本集團長遠發展創
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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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30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18,000,000港
元），主要包括存貨 6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71,000,000港元）、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68,000,000港元）、預付款、按金其他應收款項 15,0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約 17,000,000港元）、儲稅券 3,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
目 13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62,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 203,0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約 11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流動比率為 1.53（二零零九
年：1.87）。

與去年比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增加77,000,000港元至139,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62,0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回顧年度下半年業務暢旺，應收貿易賬
款迅速結算帶來現金流入。

同時，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增加約65,000,000港元至127,0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62,000,000港元）。該增加反映本集團於年內下半年大量採購以滿足暢旺業務之
需求。本集團善用繁榮市況，成功運用具競爭力的談判能力，自主要供應商獲得有利信貸期。因
此，年終時的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處於獲授信貸期內並將適時結算。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總資產 45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367,000,000港
元）及總負債 208,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121,000,000港元）。負債比率（根據負債與股本之
百分比計算）為 0.06%（二零零九年：0.16%）。

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除融資租賃負債外，截至年終時並無其他銀行借貸。

本集團之絕大多數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
現行聯繫匯率體制下之港元兌美元匯率相對穩定，本集團並未面臨任何重大匯率風險。此外，由
於以人民幣計值之收入及成本具有自然對沖性質，本集團於人民幣之匯率風險有限。於回顧年內
並未對外匯交易作任何對沖處理。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等同現金為 13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62,000,000港
元），當中 68,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25,000,000港元）以人民幣定值，而餘額大部分以港元
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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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包括本集團之進出口、信用證、跟單信用證、信
託收據及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於報告日賬面淨值總額為 71,87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870,000港元）的若干租賃土
地及樓宇的第一法定押記；及

(ii) 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聘用約 1,200名全職僱員，而香港辦事處則聘用約 27

人。

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發放酬金予其僱員。於中國，本集團根據現行勞工法向僱員提供員工福利及
花紅。於香港，本集團提供退休金計劃及與表現掛鈎花紅等員工福利。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循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A.4.1，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
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遵守本公司細則的規定
輪席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條文所規定者
相若。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的規定成立，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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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旨在審閱薪酬政策及釐定所有董事的薪酬組合。薪酬委
員會目前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揚生教授及李萬壽先生，以及執行董事畢天富
先生。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
等已於本年度遵照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證券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足夠公
眾持股量。

刊載終期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 (www.hkex . com.hk )及本公司網頁
(www.suneasthk.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
部資料，稍後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發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董事及員工於過去多年對本集團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及支持衷心致謝。

承董事會命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畢天富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畢天富先生、畢天慶先生、梁暢先生及梁權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施德華先生、徐揚生教授及李萬壽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