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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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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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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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3,229,381		 �,���,���
銷售成本  (3,139,189	)	 (�,���,�0� )    

毛利  90,192		 �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74,662		 ��,���
銷售開支  (14,127	)	 (�,��� )
一般及行政開支  (111,622	)	 (���,��� )
研究及開發開支  (109,948	)	 (��,���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23,538	)	 (�0,���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0 (34,445	)	 (��,��0 )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2,292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48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0,770	)	 �,���
稅項 � (13,686	)	 (�0,��� )    

期間虧損 � (144,4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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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1,069		 ��,��0
 可出售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		 (�,��� )
 就可出售投資減值作出重新分類調整  –		 �,��0
 應佔聯營公司換算儲備  1,128		 �,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197		 ��,0��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42,259	)	 ��,���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2,636	)	 (��,�00 )
 非控股權益  (1,820	)	 ���    

  (144,456	)	 (��,��� )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0,606	)	 ��,���
 非控股權益  (1,653	)	 ���    

  (142,259	)	 ��,���    

每股虧損 �
 基本  (2.00美仙	)	 (0.��美仙 )    

 攤薄  (2.00美仙	)	 (0.��美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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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681,191		 �,���,���
 投資物業 � 45,495		 ��,��0
 預付租賃款項 � 132,891		 ���,���
 可出售投資  86		 �,���
 於聯營公司權益  45,455		 ��,���
 商譽 �0 –		 ��,���
 遞延稅項資產 �� 29,062		 ��,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1,435		 �,���    

  1,945,615		 �,���,���    

流動資產
 存貨  727,319		 ���,��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 1,673,101		 �,���,���
 銀行存款  286,183		 ��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11,352		 �,�00,���    

  3,797,955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 1,456,421		 �,���,���
 銀行借貸 �� 634,504		 ���,���
 撥備 �� 25,884		 ��,���
 應付稅項  57,098		 ��,���    

  2,173,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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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624,048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69,663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5,728		 ���,���
 儲備  3,183,38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3,469,109		 �,���,���
非控股權益  43,303		 ��,���    

權益總額  3,512,412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2,603		 �,���
 遞延收入 �� 54,648		 ��,���    

  57,251		 �0,���    

  3,569,6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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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0號「實體之
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報告」進行審閱。無修訂意見之審閱報告已載入將寄發予
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
載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乃以公平值（如適用）計量。

除下文所列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付款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向擁有人派發非現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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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本集團預期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本集團亦預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於取得附屬公司控制權後及喪失附屬公司控制
權後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的會計處理規定。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任何交易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國際會計準則第��號
（經修訂），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其後對
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對本集團本期及以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產生任何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將可能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經修訂）及其後對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而有所影響。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部分，對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租賃」有關租賃
土地的分類要求作出了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
營租約，並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租賃土地列為預付租金款項。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的修訂已刪除該項要求。修訂本要求將租賃土地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一般原則分
類，即所有與租約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回報無論是否重大均歸於承租人。採納國際會
計準則第��號「租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的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
  數字的有限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

 －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 ��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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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並容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
認及計量」範圍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以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如債項投資(i)於
目的為收取合約性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下持有及(ii)附有純粹作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
付款的合約性現金流量，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為股權投資，乃按公
平值計量。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與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營運分類乃根據向主要營運決策人行政總裁所報告的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分為三
個營運分類－亞洲、歐洲及美洲。

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部銷售
 亞洲 1,526,495  �,���,���
 歐洲 945,537  ���,���
 美洲 757,349  �,�0�,���   

總計 3,229,381  �,���,���
   

業績
 亞洲 77,047  ���,0��
 歐洲 31,904  ��,���
 美洲 14,083  ��,���   

 123,034  ���,���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7,693  ��,���
一般及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 (221,570	) (��0,���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34,445	) (��,��0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23,538	) –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2,292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48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0,770	) �,���
   

分類溢利是指每個分類所賺取的毛利，包括計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的服務收入。此乃
向行政總裁作出報告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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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8,937  ��,���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1,743  ��,0��   

 10,680  ��,���
遞延稅項（附註��）
 －本期間 4,223  (�,��� )
 －稅率變動 (1,217	) (��� )   

 13,686  �0,���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錄得或來自香港的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附屬公司富士康精密組件（北京）有限
公司（「富士康北京」）按國法[�00�]��號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期優惠政策的通知原享有
��%的過渡期優惠稅率。富士康北京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接獲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繳
稅通知（開國稅所通[�00�]���號）要求富士康北京終止享有過渡期優惠稅率，並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按��%法定稅率繳納所得稅。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發出的國稅
函[�00�]�0�號，富士康北京須支付二零零八年的少徵收稅項。二零零八年少徵收的稅項
約��,���,000美元（人民幣���,���,000元）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損益扣
除。

於本期間內，富士康北京獲頒授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有權享有由��%減至��%之稅務減
免，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

本期間的稅率變動，主要由於如上述之富士康北京；及深圳富泰宏精密工業有限公司及宏
訊電子工業（杭州）有限公司的稅率分別由�0%及��%上調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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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呆賬備抵 632  ���
存貨撇減 6,778  ��,��0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包括於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1,486  �,���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129,476  �,���,���
保用撥備 9,71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2,785  ���,���
投資物業折舊 979  –
就可出售投資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1,519  �,��0
銀行利息收入 (8,754	) (�,��� )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派發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虧損 (142,636	) (��,�00 )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130,775,584  �,0��,���,�0�
   

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行使
本公司之購股權，原因為行使該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使兩個期間內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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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款項的變動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

期內，本集團以賬面值出售��,��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無）的預付租賃款項。

此外，本集團出售若干賬面值達���,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0,���,000美元）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為���,���,000美元（二零零九年：��,���,000美元），使期內錄得出
售收益�,���,000美元（二零零九年：虧損�,�0�,000美元）。

期內，若干總賬面值達�,�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000美元）的樓宇乃按賬面淨值
由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

當有事項或情況變動顯示資產的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時，本集團會對物業、廠房及設備作
出減值審查。於報告期末，管理層就受本集團搬遷計劃及瞬息萬變之經濟環境影響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評估可收回金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計算方式為將其賬面值與經參
考物業、廠房及設備預期可產生之估計貼現現金流量而作為其使用價值釐定及估計之可收
回金額進行比較。期內已確認減值虧損��,���,000美元（二零零九年：�0,���,000美元）。

10.	 商譽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
年內確認的減值虧損 (��,��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期內確認的減值虧損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該款項為於二零零五年收購奇美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通訊」）��.�%（二零零九年：
��.�%）權益所產生的商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管理層根據奇美通訊之使用價值來評估其可收回金額，
確定相關商譽已悉數減值（二零零九年：��,��0,000美元）。導致現金產生單位減值的主要因
素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其客戶改變業務狀況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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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回數額的計算基準及相關主要假設概述如下：

該計算使用根據管理層批准涵蓋五年期的財政預算的現金流預測及貼現率��.��%（二零零
九年：��.��%）作出。超逾五年期的現金流已運用穩定增長率�%（二零零九年：�%）推算另
外��年期的現金流。該增長率及預算毛利乃根據單位過往業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測
釐定。

11.	 遞延稅項

下列為於期內已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及其變動︰

	 存貨、
	 應收貿易及
	 其他賬款		 保用		 加速		 稅項		 遞延
	 的備抵		 撥備		稅項折舊		 虧損		 收入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 (�,��� ) �0�  (��� ) (�,��� ) �,���  (��,�0� )
期間扣除（計入）損益 (�,�0� ) (��0 ) (�� ) ���  �0�  (�,��� ) (�,��� )
稅率變動的影響 (��� ) (��� ) –  �  ���  (��0 ) (��� )
匯兌調整 (� ) (� ) (� ) �  (� ) �0  �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 (�,��� ) �0  –  (�,��� ) (��� ) (��,���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 ) (�� ) (�,��� ) (�,��� ) (�,��� ) (��,��� )
期間扣除（計入）損益 �,���  �,���  (�� ) (�,0�� ) ���  �,���  �,���
稅率變動的影響 (�,��0 ) (�00 ) �  ���  (��0 ) ���  (�,��� )
匯兌調整 (�� ) (�� ) �  (�� ) ��0  ��  ��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 ) (�,��� ) (�� ) (�,��� ) (�,��� ) (�,��� ) (��,��� )
             

就呈報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而言，若干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已被對銷。下列為就財務報
告而言的遞延稅項結餘的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資產 (29,062	)	 (��,0�� )
遞延稅項負債 2,603		 �,���   

 (26,459	)	 (��,���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對銷未來溢利的未動用稅項虧損��0,���,000美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美元）。已就有關虧損約��,�0�,000美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美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由於無法預測日後溢利
來源，或因未動用稅項虧損將不大可能於屆滿前使用，故本期間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
���,���,000美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美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確
認稅項虧損將於二零一四年前屆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獲
利所宣派的股息須繳納預扣稅。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之附
屬公司未分派盈利約���,���,000美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美元）的暫
時差額確認任何負債，原因是由於本集團現時能控制暫時差額的撥回時間，且有關差額可
能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

12.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262,564		 �,0��,���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410,537		 ���,���   

 1,673,101		 �,���,���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0至�0日。

下列為於本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0日 1,245,366		 �,0��,0��
��-��0日 7,639		 �,���
���-��0日 6,037		 �,���
超過��0日 3,522		 �,���   

 1,262,5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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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128,459		 �,���,���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款 327,962		 ���,���   

 1,456,421		 �,���,���
   

下列為於本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0日 1,101,816		 �,���,���
��-��0日 17,562		 �,���
���-��0日 2,367		 �,���
超過��0日 6,714		 �,�0�   

 1,128,459		 �,���,���
   

14.	 銀行借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追索權已貼現應收票據的所得款項 –		 �0,���
銀行貸款 634,504		 ���,���   

 634,504		 ���,���
   

按貨幣劃分的借貸分析：
 美元 632,657		 ���,���
 人民幣 –		 �0,���
 歐元 1,847		 –   

 634,504		 ���,���
   

於本報告期末的銀行借貸為無抵押、按原到期日為一年以內取得，並以介乎0.��厘至�.��厘
（二零零九年：0.��厘至�.��厘）的年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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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撥備

	 保用撥備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0
匯兌調整 (�� )
年內撥備 ��,���
使用撥備 (��,�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抵銷 (�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匯兌調整 ���
期內撥備 �,���
使用撥備 (�,��0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保用撥備乃指管理層根據以往經驗及業內的次品平均比率，就本集團給予手機產品��至��
個月保用所須承擔責任的最佳估計。

16.	 遞延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政府津貼 51,246		 ��,���
銷售及租回交易 3,402		 �,0��   

 54,648		 ��,���
   

授予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政府津貼乃根據相關可折舊資產的可使用年期撥為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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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百萬美元（二零
零九年﹕�,���百萬美元），年增幅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百萬美
元，相比去年同期為虧損��百萬美元。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虧損�美仙。

於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全球手機環境持續艱難。由於全球原設備品牌及甚至白牌手機
等的市場份額轉移情況皆日益激烈，不僅產業持續波動並對手機供應鏈企業構成挑戰。
因此，本集團產品價格下降、產品組合變動、較高的折舊費用及減值虧損等皆對本集團
的經營業績構成影響。

鑒於歐洲經濟狀況持續不明朗，本集團對二零一零年後續的手機市場增長及全球消費市
場狀況等保持審慎。管理層將持續關注全球的營運資源分配及成本控制。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百萬美元。預期現金結餘將可撥付
本集團的營運。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計息對外借款���百萬美元除以總資產�,���
百萬美元的百分比表示，為��.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為���百萬美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百萬美元，當中
的���百萬美元用於本集團位於中國的主要廠區的設施的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開支，
銀行存款增加���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為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而購置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增加�0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0�百萬美元，主
要因銀行貸款增加���百萬美元、發行新股份獲得所得款項��百萬美元以及附屬公司非控
股權益出資�百萬美元。

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

為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積極運用自然對沖手法，透過如管理交易貨幣、提前及延遲付
款以及應收款項等非財務方法來管理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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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或會訂立一般合約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的短期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來自
外幣計值的一般合約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的短期銀行貸款的外匯風險。本集團亦會不時
使用多種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百萬美元（二零零九年：��.�百萬美
元）。一般而言，資本承擔將由經營所得現金撥付。

資產抵押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已抵押約�.�百萬美元（二零零九年：�.�百萬美元）的公司資產，作為本
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

展望

展望未來，宏觀經濟所充斥的不明朗因素將會繼續對透明度造成障礙。新客戶的開發及
如何在智能手機市場保持領先地位仍會是本集團業務擴展的首要任務。在產業的整合持
續下，本集團相信開拓增值產品的能力將會是業者增強相對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本集團
的重點工作將會是實行成本控制、資源整合及與新客戶的業務開展。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名（二零零九年：���,�0�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達���百萬美元（二零零九
年：���百萬美元）。本集團推行全面的薪酬政策，而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有關政策。

本公司分別採納股份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符合上巿規則第十七章的規定。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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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
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
監控系統，並提名及監察外部核數師，以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
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
規定之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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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均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述之
所有守則條文，除第A.�.�條外（該條文規定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
同一人出任）。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條，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
一人出任。陳偉良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兩職。有鑑於全球的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嚴重及
手機行業基本因素改變，董事會認為，必須由一位經驗豐富的人士領導，現時由董事長
陳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不僅有利確保實施業務計劃及制訂業務策略的持續性，
對於避免引起客戶不必要的困惑和疑慮起攸關作用。這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然
而，本著良好企業管治的精神，董事會將繼續於本年度審閱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並在適當情況下，將兩項職務區分，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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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包含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各自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陳偉良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偉良先生、池育陽先生及李哲生博士，本公司的非
執行董事為張邦傑先生、李金明先生及郭曉玲小姐，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紹基先
生、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