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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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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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連同前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039,473 678,086

銷售成本  (851,371) (562,460)
   

毛利  188,102 115,62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9,786 17,639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674) (18,190)
行政開支  (64,982) (49,196)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  (5,141) –
其他開支  (11) (821)
財務費用  (8,284) (9,739)
聯營公司應佔之溢利及虧損  2,010 435
   

除稅前溢利 5 99,806 55,754

所得稅開支 6 (15,999) (10,623)
   

期內溢利  83,807 4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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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1,365 40,977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42 4,154
   

  83,807 45,1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1.83港仙 1.03港仙
   

 －攤薄  1.81港仙 1.03港仙
   

股息詳情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7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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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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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83,807 45,131
   

重估收益  4,158 1,388

重估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稅影響  (686) (229)
   

  3,472 1,159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50) 5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3,422 1,21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87,229 46,34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4,787 42,1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42 4,154
   

  87,229 4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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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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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3,542 822,303
投資物業  45,880 50,230
租賃土地之預付款項  30,630 30,99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0,686 35,543
可供出售投資  3,605 –
商譽  22,751 22,751
預付款項  55,737 56,401
長期按金  7,936 11,412
遞延稅項資產  3,833 3,833
   

非流動資產總額  1,064,600 1,033,468
   

流動資產
存貨  442,801 369,24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694,385 630,6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6,558 75,49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804 –
可收回稅項  6,008 4,574
已抵押存款  28,780 20,242
現金及現金等值  138,226 225,808
   

流動資產總額  1,418,562 1,326,0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521,758 411,30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73,006 84,948
附息銀行借款  195,346 248,226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786 66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6,150
已收按金  15,050 –
應付稅項  116,118 112,245
認股權證  6,662 –
   

流動負債總額  928,726 863,539
   

流動資產淨值  489,836 462,4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54,436 1,49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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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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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款  50,000 99,094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7,331 –

遞延稅項負債  16,527 16,025
   

非流動負債總額  73,858 115,119
   

資產淨值  1,480,578 1,380,810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4,658 43,058

儲備  1,396,743 1,290,465
   

  1,441,401 1,333,523

非控股股東權益  39,177 47,287
   

股權總數  1,480,578 1,3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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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登記辦事處地址位於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旗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製造及銷售電器產品配
件及其他電子產品及五金產品。期內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應結合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下列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之
  支出：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
  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修訂本） 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列為持作可供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計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之訂修
香港詮釋第4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
 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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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除如下文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所進一步闡釋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一間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而並無喪失控制權入賬
為股權交易。因此，有關變動不會對商譽造成影響，亦不會產生損益。因此，非控股股東權
益調整金額與所付或所收代價公平值兩者之間的任何差額直接於權益內確認及為母公司擁有
人應佔。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未生效之其他標準、詮釋或修訂。

4. 經營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經營分類之未經審核收
入、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 794,418 167,189 77,866 – 1,039,473
 部門間銷售 3,862 1,919 – (5,781) –
     

總收入 798,280 169,108 77,866 (5,781) 1,039,473
     

折舊及攤銷前之分類業績 140,312 21,859 (5,364) (696) 156,111
折舊 (38,946) (5,545) (1,259) – (45,750)
攤銷 (328) (664) (37) – (1,029)
     

分類業績 101,038 15,650 (6,660) (696) 109,332
     

未分配收入     9,786
未分配開支     (13,038)
財務費用     (8,284)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及虧損     2,010
     

除稅前溢利     99,806
所得稅開支     (15,999)
     

期內溢利     8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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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246,585 414,918 887,016 (1,276,495) 2,272,024
     

未分配資產     211,138
     

總資產     2,483,162
     

分類負債 1,606,801 229,857 355,969 (1,574,696) 617,931
     

未分配負債     384,653
     

總負債     1,002,58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461,303 163,502 53,281 – 678,086

 部門間銷售 1,762 786 – (2,548) –
     

總計 463,065 164,288 53,281 (2,548) 678,086
     

折舊及攤銷前之分類業績 75,833 16,733 (4,824) (1,004) 86,738

折舊 (31,196) (5,276) (1,881) – (38,353)

攤銷 (291) (638) (37) – (966)
     

分類業績 44,346 10,819 (6,742) (1,004) 47,419
    

未分配收入     17,639

財務費用     (9,739)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及虧損     435
     

除稅前溢利     55,754

所得稅開支     (10,623)
     

期內溢利     4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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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066,744 406,043 853,324 (1,256,643) 2,069,468
     

未分配資產     290,000
     

總資產     2,359,468
     

分類負債 1,564,918 245,259 364,573 (1,671,682) 503,068
     

未分配負債     475,590
     

總負債     978,658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區分類之未經審核收
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東南亞 澳洲 中東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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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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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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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9,702 23,440 879,501 519,004 21,083 63,669 9,609 20,182 66,189 32,883 43,389 18,908 1,039,473 678,086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本集團最大客戶之收入少於本集團
總收入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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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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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65 328

預付款項攤銷 664 6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750 38,353

外匯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 2,144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 (2,216) (818)

撇銷應收賬款 782 655

撇減存貨 768 –

外匯差額淨額 1,194 2,5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72) –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 (270)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453) –

利息收入 (453) (2,538)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本
集團在其他國家經營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所須繳納之稅項，乃按各有關國家之現行法律、詮
釋及慣例，根據當地之適用稅率計算。

隨著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後，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稅率由33%改為25%。根據中國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經營
之若干附屬公司在彼等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內獲豁免繳付企業所得稅，並在隨後三年內合資
格享有50%之企業所得稅減免。此外，倘附屬公司位於中國經濟特區，則其於二零一零年可
享有22%（二零零九年：20%）之減免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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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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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香港
 期內稅項支出 674 4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額 – 22
  

 674 69
  

現時－其他地區
 期內稅項支出 15,530 10,80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額 (11) 131
  

 15,519 10,933
  

 遞延稅項 (194) (379)
  

期內總稅項開支 15,999 10,623
  

分佔聯營公司應佔稅項金額32,700港元（二零零九年：3,400港元）乃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聯
營公司應佔溢利及虧損」。

7. 股息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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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派發之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 22,329 7,980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董事會議上，董事會宣佈及批准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
仙（二零零九年：0.35港仙），總計26,794,800港元（二零零九年：22,3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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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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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81,365,000 40,977,000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52,540,331 3,989,800,000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26,673,107 7,578,927

 認股權證 21,873,418 無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501,086,856 3,997,378,927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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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566,069 544,142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11,731 70,177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0,127 6,876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877 6,358

超過一年 25,683 26,418
  

 715,487 653,971

減值撥備 (21,102) (23,335)
  

 694,385 630,636
  

本集團之一般政策為容許三至六個月之信貸期，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而過去還款記錄
良好之客戶可享有較長之信貸期，以維持良好關係。應收貿易賬款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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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不計息，一般於60至90日內結清。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發票
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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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393,148 339,369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13,861 56,646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4,969 6,517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627 2,670

超過一年 8,153 6,103
  

 521,758 41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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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業務及財務回顧

作為全球電子消費品塑料機殼市場之世界最大參與商，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本集團」）憑藉其獨特之模內鑲件注塑（「IML」）技術繼續於世界範圍之手
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分部維持重要地位。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之整體銷售增加
約53%至1,03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8,000,000

港元）。毛利增加62%至18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16,0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98%至81,0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000,000港元）。

銷售、毛利及溢利淨額穩固之增長使本集團在不穩定經濟環境下可持續增長
之能力得以加強，因此特別令人鼓舞。儘管近期中國日益增加之勞工成本及
增加之原材料成本表現出消極因素，本集團仍能夠透過執行嚴格之內部成本
控制及開發新產品設計成功抵銷或然成本。此外，受管理層致力於增值及高
毛利率產品之推動及結合就每件新推出產品收取溢價之能力，本集團之整體
凈利率增加至約8%（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抵押存款及現金等值結餘約為
16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6,000,000港元）。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本集團完成股份配售160,000,000股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為
37,975,000港元，及認股權證配售192,000,000份認股權證。於本報告日期，認
股權證尚未獲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預期所得款項淨額約57,000,000港元將於
認股權證獲行使時取得。成功配售反映市場信心及本集團業務方向之支持，
並將為未來業務發展提供充足資金。

於本期間，本集團按人民幣3,160,000元收購一間被投資公司之5%股本權益，
其將開發中國廈門市思明區一幅土地（總樓面面積5,344平方米）。本集團於其
初步計劃中對有關項目之總投資將限於8,000,000港元，投資之目標將是就本
集團長期經營發展新的公司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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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分類資料

a. 電器配件部門

本集團獨特之IML印刷技術主要應用於電器配件部門開發之產品（即
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於本期間，該部門錄得令人驚喜之收
入增長72%至794,41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61,303,000港元）。增加之主要原因是該部門專業化的特許IML技術，使
本集團得以成功成為世界最大之電子消費品塑料機殼之一站式解決方案
供應商之一及若干主導電子產品製造商之關鍵部件合作夥伴，進一步樹
立本集團在國內及國際電子產品市場之領導地位。

i. 手機

為利用手機及手提電腦日益增加之全球滲透帶來之機會及進一步加
強本集團於全球供應鏈之地位，IML應用將繼續為該部門之關鍵增
長動力。本集團手機業務之營業額增加至373,594,000港元，上年同
期為296,870,000港元，表現穩固增長26%。於本期間，本集團保持
與全球知名手機製造商（如諾基亞及索尼愛立信以及中國製造商華
為、中興及聯想）之緊密聯繫，由此確保穩固及長期之訂單量。

憑藉於過往年度成功打入全球供應鏈，本集團預期於不久的將來取
得知名國際品牌商訂單之穩定增長。本集團之增長將受於全球供應
鏈之穩固表現所支撐。

ii. 手提電腦

於本期間，本集團於IML技術之進步引起知名電腦品牌（如聯想、
戴爾及惠普）之關注，產生新訂單注入。除本集團與世界頂尖四大
電腦製造商（即華碩、宏基、廣達及仁寶）之現有聯繫外，客戶總量
之迅速擴大具有特別意義，表明市場對本集團創新設計及卓越之產
品質量的信賴及信任。此外，消費者對具有彩色及時尚設計之個性
化手提電腦外殼之喜好為本集團展示其獨特之IML工藝及設計能力
（包括彩色鍍膜、等離子表面處理、皮革鑲嵌、多彩色自動印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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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紋理的拉絲）提供充足之機會。於本期間，本集團手提電腦部門
之營業額增加1.7倍至174,150,000港元，上年同期為65,541,000港元。

iii. 電器用品

得益於中國政府為推動及鼓勵國內家電消費而頒佈之便利政策，本
集團之電器用品部門於本期間取得持續增長，營業額增長1.5倍至
229,833,000港元，上年同期為93,562,000港元。由於政策規劃擴大其
影響至附近周邊城市，本集團預期會看到該部門於可見將來之持續
增長。憑藉來自不同客戶組合（包括海爾、美的、格力、日立、菲利
普、思科系統、索尼及三星）之穩固收入，本集團可以預見樂觀增
長，並就日後擴大之或然情況分配資源做好准備，以使盈利能力最
優化。

iv. 新業務一LED電視機導光板

為符合於LED電視機市場之多樣化策略，本集團與松下商會合作，
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成立合資公司，以開發及生產高質量導光板
（用於LED電視機之核心部件，可映射更好品質的影像）。運用其於
IML技術之核心工藝，本集團憑藉其自創的設計及技術，成為製造
新一代導光板（能夠在薄板電視盒中映射完美影像及卓越對比度）之
中國唯一供應商。預期先驅技術會在現代LED電視機消費中掀起一
股新的潮流。為開發導光板，已於廈門成立一間新的工廠，預期與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開始生產。本集團對該新業務機會將成為本集團
新的增長動力充滿高度信心。

b. 五金部件部門

於本期間，該部門之營業額稍微增加2.3%至167,18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止六個月：163,502,000港元）。本集團策略性決定減少接受毛利
率較低之訂單，更加專注於毛利率較高之產品（包括體積較小及更加精
密的五金部件）。業務途徑之改變使本集團得以有效地直接將資源分配
至具有較高盈利能力之核心業務分部；因此預期五金部門貢獻之銷售額
佔總營業額之比例將於長期內逐步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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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通訊設備部門專注於生產衛星電視接收機及機頂
盒，該部門取得穩定營業額約77,86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止六
個月：53,281,000港元），屬穩固之收入流。

d.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各類產品佔總營業
額之比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電器配件部門 76% 68%

 i. 手機 36% 44%

 ii. 手提電腦 17% 11%

 iii. 電器用品 22% 12%

 iv. 其他 1% 1%

五金部件部門 16% 24%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8% 8%

3. 前景

憑藉成功之IML業務，結合本集團穩固之業務基礎及作為世界最大電子消費
品塑料機殼供應商之卓越聲望，管理層對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將繼續為可盈利
期間充滿信心。

由於擁有超過一部手機已成為一種行為規範，手機已日益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
缺之一部份。該現象已透過3G網絡全球範圍內之快速擴展得以進一步加強，
促使消費者為獲得附加功能升級彼等之手機。作為能夠製造手機外殼及處理
精確及多層次設計之行內商家之一，本集團有信心得益於升級趨勢。結合新
興國家日益增長之手機消費率，預期會有廣闊之發展潛力並將繼續為本集團
長期之關鍵增長動力。

由於移動性概念日益成為消費者購買電腦時所傾向之特色，從而引發對手提
電腦外殼日益增長之需求，本集團亦對手提電腦市場之前景持樂觀態度。此
外，個性化解決方案之日益流行為本集團展示其於IML印刷工藝方面之特長
創造機會。為有效獲取該巨大之增長機會，將堅持嚴格之研發發展，以提供
增值產品（具有吸引人眼球之產品設計）之穩定供應，從而利用該等分部快速
變化之特性，使盈利率最大化。此外，本集團於江蘇蘇州新開之手提電腦外
殼生產工廠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始營運。策略性定位於國際手提電腦製造
商群集所在，新工廠將致力於承接世界四大手提電腦生產商之製造訂單，從
而減少運輸成本及確保對市場之快速變動作出及時反應。本集團將繼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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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資源及使遍佈生產基地之機器得到最優化利用，從而使本集團得以有效
管理訂單及吸收新的業務，同時為其客戶保持其優質及全面之服務網絡。

本集團相信，於LED電視機市場之多元化經營標誌著二零一零年新的里程碑。
新的業務收入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多方面之技術能力，表現出本集團將IML工
藝轉移至其他消費電子產品分部之能力。本集團對一旦產品於日本市場外公
佈，上海之新生產工廠會為未來之訂單增長做好準備充滿信心。隨著LED電
視機預計將於可以預見之未來快速消費，光導板業務將成為本公司新的增長
動力。

全球消費電子產品市場繼續作為具吸引力之產業，將為業內商家之長期擴展
及發展提供廣闊空間。本集團將致力於透過加強業務模式及利用卓越之技術
標準及高效之經營效率達到成為世界精選消費電子產品之特級外殼供應商之
企業遠景，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產品及服務。本集團亦力爭擴大於現有業務
領域之市場份額並期待未來將本集團核心IML專門技術擴大應用至其他電子
產品部門，從而為股東帶來持續回報。

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2,483,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59,0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490,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2,000,000港元）以及總權益為1,481,0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8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及已抵押存款結存維持約167,0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6,000,000港元），當中約2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
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加總負債）為0.33（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2)。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總額
約為245,000,000港元,其中約225,000,000港元為浮動息率及其餘額約20,000,000

為固定息率。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所示之已抵押存款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其他資產被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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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匯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本集團約62%（二零零
九年：67%）之買賣以人民幣結算，而其餘買賣則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結算。由
於買賣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可互相抵銷，故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實屬輕微。
本集團之政策為繼續以相同貨幣維持其買賣結餘。鑑於人民幣升值，本集團
將維持港元借款水平相對高於人民幣借款水平，以減低由此可能出現之外匯
風險。

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0.60港仙（二零零九年：0.35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或相關時
期派付予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如欲享有獲派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
中心18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述之偏離外，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中之守則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
與行政總裁，現時由王亞南先生同時兼任兩個職務。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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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一致之領導，及更有效策劃及推
行長遠商業策略。在具體情況下，現有架構被認為最恰當。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與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現任成員包括丁良輝先生（主席）、王亞南先生、張華峰先生及楊孫西博士、
太平紳士。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責任是討論、審核及釐定每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
薪酬。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設立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
職權範圍時，董事會曾考慮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

審核委員會曾於期內舉行之會議上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內部監控，並
曾於提呈董事會審批前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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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之規定。

代表董事會
主席
王亞南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亞南先生、王亞華先生、王亞榆先
生、王亞揚先生、蔡慧生先生及王明澈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 張
華峰太平紳士及楊孫西博士、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