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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43,762 198,324

銷售成本  (198,998) (156,959)
   

毛利  44,764 41,365

其他收益 5 7 138

分銷開支  (4,493) (4,311)

行政開支  (24,164) (22,076)

其他經營淨收益╱（開支）  831 (1,472)
   

經營溢利 6 16,945 13,644

財務費用 8 (526)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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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6,419 12,575

稅項 9 (2,741) (1,742)
   

本期溢利  13,678 10,833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仙） 11 6.9 5.4
   

本公司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10。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13,678 10,833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損  (7,078) –

 計入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1,168 –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15 (107)
   

本期其他全面開支  (5,895) (107)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全面收益  7,783 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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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4 13,405 13,58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99,364 209,267

 投資物業 13 9,000 9,000

 非流動訂金  526 247

 遞延稅項資產  1,941 2,181
   

  224,236 234,284

流動資產
 存貨 15 80,392 64,412

 應收貿易賬款 16 118,737 87,586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5,625 3,2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553 29,293
   

  244,307 184,526
   
   

總資產  468,543 418,810
   

權益
股本 17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8 97,913 103,808

保留盈利
 其他  196,007 186,309

 中期股息  3,980 7,960
   

總權益  317,796 31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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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購合約承擔 20 946 2,056

 遞延稅項負債  16,050 17,507
   

  16,996 19,56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9 45,878 31,5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 23,318 19,463

 稅項  5,129 3,417

　租購合約承擔一年內應償還額 20 2,215 2,227

 長期銀行貸款一年內應償還額 20 – 252

 信託收據貸款 20 57,211 24,330
   

  133,751 81,274
   
   

總負債  150,747 100,837
   
   

總權益及總負債  468,543 418,810
   

流動資產淨值  110,556 103,2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4,792 33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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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19,896 103,808 194,269 317,973

本期溢利 – – 13,678 13,678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損 – (7,078) – (7,078)

計入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1,168 – 1,168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15 – 15

二零零九年已派發之末期股息 – – (7,960) (7,96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97,913 199,987 317,796
    

相當於：
二零一零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3,980

其他   196,00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保留盈利   199,987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19,896 78,447 174,651 272,994

本期溢利（經重列） – – 10,833 10,833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107) – (107)

二零零八年已派發之末期股息 – – (5,970) (5,97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經重列） 19,896 78,340 179,514 277,750
    

相當於：
二零零九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3,980

其他   175,53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保留盈利   17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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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產生的淨現金  (8,964) 57,724

支付香港及海外利得稅  (1,078) (932)

收取利息  7 13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出）╱入淨額  (10,035) 56,805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68) (406)

支付新增機器之訂金  (2,333) (7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 108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2,741) (1,03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新增╱（償還）信託收據貸款  32,881 (1,096)

償還長期銀行貸款  (252) (4,179)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 (20,000)

償還租購合約資本  (1,122) (1,281)

租購合約利息  (95) (159)

銀行貸款利息  (431) (910)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7,960) (5,970)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23,021 (33,5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增加  10,245 22,17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293 14,3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  15 (10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553 3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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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恒都集團於一九八九年成立，專門製造及營銷優質的電源線、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束及塑膠皮料。本集
團主要的外銷市場是美洲、歐洲、澳洲、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客戶對象為著名的跨國電器及電子產品生產商。

除另外說明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準則（「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並按照香
港財務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在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綜合財
務報表一致。

本集團已採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會計年度起生效的香港財務準則的新及經修改的準則及詮釋。

除於本集團香港非投資物業的租賃土地的重新分類外，此等新及經修改的準則及詮釋的採用對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及不會對本集團會計政策有重大改變。

香港會計準則 17（修改），「租賃」，要求如於非投資物業的租賃土地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均轉讓予集團，租賃
土地歸類為融資租約。由於集團所持土地的最低租金（即成交價）的現值大致相等於土地（猶如為永久業權）的公
平值，集團的租賃土地已歸類為融資租約。有關修訂已按訂立租約時存在的資料追溯應用於在採納修訂之日之
未到期的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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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採用香港會計準則 17（修改）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簡明綜合損益表產生的影響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635 80,500

土地租賃及土地使用權 (20,007) (20,284)
  

負債增加：
遞延稅項負債 8,684 9,936
  

儲備增加╱（減少）：
保留盈利 (3,736) (3,226)

土地及樓宇重估儲備 47,680 53,50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行政開支增加╱（減少）：
折舊 787 589

攤銷 (277) (277)
  

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一些比較資料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呈列。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 243,762 198,324
  

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者）已閱覽本集團內部報告及確定在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下根據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分
部，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亞洲國家、美洲及歐洲。每個分部是分開處理因其風險和回報是有別於其他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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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總分部 資本性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資產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8,351 9,234 193,379 52 1,649 –

中國大陸 38,261 3,012 189,453 2,570 3,628 184

其他亞洲國家 26,252 2,363 13,024 – – –

美洲 69,604 5,125 61,163 – – –

歐洲 1,294 116 583 – – –
      

報告分部 243,762 19,850 457,602 2,622 5,277 184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2,905)
  

經營溢利  16,945
  

 （經重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總分部 資本性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資產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5,044 7,484 158,646 110 1,557 –

中國大陸 25,080 2,843 182,493 2,168 3,782 187

其他亞洲國家 22,604 2,346 8,277 – – –

美洲 65,031 2,893 36,526 – – –

歐洲 565 58 8,779 – – –
      

報告分部 198,324 15,624 394,721 2,278 5,339 187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980)
  

經營溢利  1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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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部資產與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457,602 394,721

投資物業 9,000 8,600

遞延稅項資產 1,941 1,572
  

總資產 468,543 404,893
  

報告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交易。

未分配費用，扣除收入主要是公司支出及投資物業收入。

收益約 37,22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39,387,000港元）是來自單一個客戶。

5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毛額 – 125

利息收入 7 13
  

 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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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淨收益╱（開支）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攤銷及折舊：
 土地使用權攤銷 184 187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42 4,671

　根據租購合約持有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 535 668

核數師酬金 695 734

出售存貨成本 162,040 113,897

外匯淨虧損╱（收益） 191 (6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64 144

投資物業支銷 48 17

慢用存貨撥備 81 66

衍生金融工具淨虧損 – 219

退貨及呆賬（回撥）╱撥備 (1,611) 1,569

貿易應收款（回撥）╱撇銷 (1,384) 1,6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0 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7） 36,841 39,283
  

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酬工資 35,462 37,690

社會保障成本 1,142 1,259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29 221

其他 8 113
  

 36,841 3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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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包括支付予董事之酬金，賬列如下：

(a) 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
　及實物利益 5,170 5,130

酌情花紅 281 133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36 36
  

 5,487 5,299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431 910

租購合約中之利息 95 159
  

 526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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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零九年：16.5%）之稅率撥備。

海外溢利稅項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2,040 1,358

海外稅項 750 565

年前撥備不足 – 20

遞延稅項 (49) (201)
  

 2,741 1,742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 0.02港元之中期股息
　（二零零九年：0.02港元） 3,980 3,980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02港
元。此項股息並無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賬目中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未經審核溢利 13,67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10,833,000港元﹚除以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98,958,000股﹙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198,958,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因沒有具攤薄普通股於報告期結束日，故每股攤薄溢利與
其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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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附註）   廠房及 傢俬及 辦公室
 本地 海外 裝修 機器 裝置 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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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如以往呈報 10,500 74,983 4,987 18,972 1,252 5,124 2,277 10,672 128,767

 –會計政策變動
   的影響（附註 3） 80,500 – – – – – – – 80,50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經重列） 91,000 74,983 4,987 18,972 1,252 5,124 2,277 10,672 209,267

添置 – – – 1,894 32 403 293 – 2,622

出售 – – – (20) (3) (35) (112) – (170)

折舊 (922) (931) (255) (1,884) (81) (461) (220) (523) (5,277)

重估 (7,078) – – – – – – – (7,07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83,000 74,052 4,732 18,962 1,200 5,031 2,238 10,149 199,364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8,061 84,972 5,753 11,498 5,607 14,667 130,558

估值 83,000 74,052 – – – – – – 157,052

累積折舊 – – (3,329) (66,010) (4,553) (6,467) (3,369) (4,518) (88,246)
         

賬面淨值 83,000 74,052 4,732 18,962 1,200 5,031 2,238 10,149 19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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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及樓宇
 （附註）   廠房及 傢俬及 辦公室
 本地 海外 裝修 機器 裝置 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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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如以往呈列 9,897 64,271 4,693 22,457 1,330 5,225 2,728 11,800 122,401

 –會計政策變動
  的影響 64,528 – – – – – – – 64,528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經重列） 74,425 64,271 4,693 22,457 1,330 5,225 2,728 11,800 186,929

添置 – – 816 833 127 872 142 – 2,790

出售 – – – (51) (12) (16) (87) – (166)

折舊 (1,488) (1,589) (506) (4,188) (188) (931) (499) (1,128) (10,517)

重估 18,063 8,921 – – – – – – 26,984

匯率調整 – 3,380 (16) (79) (5) (26) (7) – 3,247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經重列） 91,000 74,983 4,987 18,972 1,252 5,124 2,277 10,672 209,267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重列）
成本 – – 8,061 83,344 5,755 11,253 5,660 14,667 128,740

估值 91,000 74,983 – – – – – – 165,983

累積折舊 – – (3,074) (64,372) (4,503) (6,129) (3,383) (3,995) (85,456)
         

賬面淨值 91,000 74,983 4,987 18,972 1,252 5,124 2,277 10,672 209,267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擁有租賃期為十至五十年的租賃土地72,63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經重
列）：80,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土地及樓宇由董事基於公開市場資料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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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資物業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9,000 8,600

重估盈餘計入簡明 

　綜合損益賬 – 400
  

於期末╱年末 9,000 9,000
  

14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土地使用權權益列作預付經營租賃款項及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海外擁有：
　－租賃期於十至五十年 13,405 13,589
  

 13,405 13,589
  

於期內，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的修改和已將於香港擁有非投資租賃土地重新分類為融資租賃（附註 3）。

15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26,752 26,632

在製品 17,862 5,520

製成品 37,520 33,921
  

 82,134 66,073

慢用存貨撥備 (1,742) (1,661)
  

 80,392 6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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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三個月 110,216 86,464

四個月－六個月 10,464 4,470

超過六個月 58 264
  

 120,738 91,198

退貨及呆壞賬撥備 (2,001) (3,612)
  

 118,737 87,586
  

給予客戶的平均信貸為發票日起後六十至九十日內付款。惟新客戶須貨到付款。

17 股本

 股份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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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儲備

  匯率 土地及樓宇 資本贖
 股份溢價 變動儲備 重估儲備 回儲備 總其他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如以往呈列 15,885 14,032 20,281 104 50,302

 －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附註 3） – – 53,506 – 53,506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15,885 14,032 73,787 104 103,808

土地及樓宇重估虧損 – – (7,078) – (7,078)

計入重估儲備之遞延稅項 – – 1,168 – 1,168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15 – – 1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14,047 67,877 104 97,913
     

   經重列
  匯率 土地及樓宇 資本贖回
 股份溢價 變動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總其他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如以往呈列 15,885 10,932 12,340 104 39,261

 －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 – – 39,186 – 39,186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15,885 10,932 51,526 104 78,447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107) – – (107)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經重列） 15,885 10,825 51,526 104 7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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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貿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45,878 31,5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3,318 19,463
  

總額 69,196 51,04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三個月 42,431 31,137

四個月－六個月 3,186 156

超過六個月 261 292
  

 45,878 31,585
  

20 貸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租購合約承擔 946 2,056
  

 946 2,056
  

流動
長期銀行貸款一年內應償還 – 252

租購合約承擔一年內應償還 2,215 2,227

信託收據貸款 57,211 24,330
  

 59,426 26,809
  

總貸款 60,372 28,865
  

總貸款包括有抵押負債60,372,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86,000港元）以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
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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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的到期日如下：

 長期銀行貸款 信託收據貸款 租購合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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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 252 57,211 24,330 2,215 2,227

1至 2年內 – – – – 946 2,056

2至 5年內 – – – – – –
      

5年內全數償還 – 252 57,211 24,330 3,161 4,283

超過 5年 – – – – – –
      

總貸款 – 252 57,211 24,330 3,161 4,283
      

21 銀行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 204,31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5,535,000港元﹚之銀行
融資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a)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合共 9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100,000,000港元﹚之若干
土地使用權，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抵押；

(b) 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 121,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000,000港元﹚

22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
　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6,346 6,239

酌情花紅 297 152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 54 54
  

 6,697 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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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裝修及廠房及機器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358 670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內屆滿之不可撇銷經營租賃於日後之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4 17
  

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營業額為 243,76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8,324,000港
元）。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 13,67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經重列）：10,833,000港元），
比二零零九年同期上昇 26.3%。每股盈利為 0.069港元（二零零九年（經重列）：0.054港元）。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 2港仙）。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户登記
手續。凡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半前，將過户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過户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 17樓 1712至 1716號鋪，辦理股票過户登記手續。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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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為 39,553,000港元。本集團之綜合借貸
為 60,372,000港元，其中 59,426,000港元為短期債項；所有借貸均以港元為單位，按浮動息率計
算。

本集團有營運資金 110,55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3,252,000港元﹚。流動比
率為 1.83。本集團之綜合應收貿易賬款為 118,737,000港元，佔期內 243,762,000港元營業額之
48.7%。

股本結構

本集團之權益為 317,79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4.4%。負債對資本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股
東資金計算﹚約為 47.4%。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60,37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86,000

港元﹚之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使用權，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及本公司所提
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該等土地，樓宇及投資物業之總賬面值淨值共 9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100,0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公司所有可預見外匯風險已被合適地監管及對沖。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電源線及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束及塑料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55%、13%、30%及 2%。

在全球金融海嘯的陰影和歐洲債務危機下，西方國家仍面對失業率高企，嚴重削弱消費者信心，
很多製造商因此無可避免受到衝擊。

雖然如此，本集團仍以審慎管理灌輸各部門營運，除了推行「精益生產」策略外，本集團經常審核
成本，注重生產效益，也時常做好各樣措施以防意外和風險。

本集團在期內的利潤仍能保持穩定，由此足證我們持之以恒的審慎財務、成本及風險管理策略，
有卓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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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市場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全面復甦，加上現時的經濟環境仍存在不明朗因素。本集
團仍運用專業的管理、穩定的團隊、穩健的財政基礎去面對挑戰。

我們核心策略仍然是為客戶創造價值，我們會繼續提供高品質及有競爭力的產品。

本集團致力生產符合環保要求的產品。我們會繼續投入資源於研究及開發環保產品，推廣綠色產
品，以配合歐盟對環保要求的新規例。

目前，美國是本集團的最主要海外市場，而在未來，將會加快開拓其他海外市場，期望為本集團
帶來新的收益來源。

在人才資源方面，本集團將透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以及對優秀人才予以表揚，致力吸納
及挽留出色員工，如訂立年資福利制度、改善員工休憇及娛樂地方、不時檢討及改善員工膳食等。

我們相信只要抱著積極的態度，提升營運效率，為產品增值，加強與客户的緊密合作夥伴關係，
必能保持本集團的業務增長。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 1,500名全職之管理，行政及生產人員。本
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慣例而定。高級管理人員因應僱員表現、經驗及業內慣例，每年檢討及
釐定僱員薪酬。在職培訓，本集團鼓勵員工參與校外課程繼續學習。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進
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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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

本集團致力維護股東權益，不斷改善企業管治水平。因此，我們設立監察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遵守最佳守則。

社會責任

本集團堅守信念，做一家肩負社會責任的良心企業，所以我們持續支持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社會公益活動。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已採用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要求。

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了守則中守則條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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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進行證券之標準守則（「守則」）。經向本公司之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本公司所
有董事均有遵守守則之規定。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贖回任何股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展示盡資料

一份載有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9)段所規定之一切資料已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之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equitynet.com.hk/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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