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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業績公佈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HannStar Boar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507,304  406,237 
銷售成本 (465,714)  (345,794)  ________  ________ 
 
毛利 41,590  60,443 
其他收入 14,858  9,537 
分銷及銷售開支 (9,275)   (9,391) 
行政開支 (16,325)   (15,910) 
融資成本 (2,438)   (3,845)  ________  ________ 
 
除稅前溢利 28,410  40,834  
所得稅（支出）撥回 (5,179)  208  ________  ________ 
本期溢利 23,231  41,042
   
其他全面收益 
轉換呈報貨幣產生之匯兌差異 7,576  (83) 
可供出售投資淨值損失 (1,270)  (35)  ________  ________ 
本期總全面收益 29,537  40,92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每股盈利（美元）  
—基本 0.018  0.031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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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於二零零九年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9,315 329,183 
預付租賃款項 5,523 5,516 
可 - 3,436  _______ _______      供出售投資 

 364,838 338,135  _______ _______ 
流動資產 
存貨 61,741 56,736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267,983 238,574 
預付租賃款項 129 12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1,422 
衍生性金融工具 1,145 - 
已抵押銀行存款 - 1,147 
銀行結餘及現金 167,963 95,664  _______ _______ 
 498,961 393,669  _______ _______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177,007 143,509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623 - 
衍生性金融工具 - 549 
稅務負債 1,756 3,217 
銀行借款—於一年内到期 97,226 102,751  _______ _______ 
 277,612 250,026  _______ _______ 
流動資產淨值 221,349 143,643  _______ _______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586,187 481,778  _______ _______ 
非流動負債 
銀行借款—於一年後到期 223,202 139,040  _______ _______ 
 362,985 342,738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925 16,925 
儲備 346,060 325,813  _______ _______ 
 362,985 342,738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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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16之適用

披露規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若干金融工具按適用之公允價值計算外（如恰當），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歷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運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財務

報表之編製基準保持一致。 

 
業務與財務回顧 
 
截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營業收入總額由去年同期的約 40,620 萬美元，上升

24.9%至約 50,730 萬美元。息稅前利潤（未扣除稅項和融資成本前的利潤）由截至二零零九年九

個月止的約 4,470 萬美元下降 31.1%至二零一零年同期的約 3,080 萬美元。截至二零一零年九個月

止的利潤約為 2,320 萬美元，較去年同期的約 4,100 萬美元，下降了 43.4%。每股盈利為 0.018 美

元，較去年同期的 0.031 美元下降了 0.013 美元。毛利率為 8.2%，較去年同期的 14.9%降低了 6.7%。

利潤的下降主要是因為銅價持續上升，由二零零九年最低位每磅約 2.5 美元到二零一零年上半年

最高位每磅約 3.6 美元，銅的價格上升約 44%，而且，客戶在第一季度削減訂單導致利潤進一步

下降。 
 
流動資產和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86,380萬美元，較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約73,180萬美元增加了18.0%。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率為58.0%，較於二零

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3.2%增加約480個基點。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以美元計值的銀行借款總額約為 32,040 萬美元，其中 9,720 萬

美元是一年内到期，22,320 萬美元是一年後到期。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

率（以銀行借款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 37.1%，較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33.0%上升約

410 個基點。 
 
營運資本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存貨約為6,170萬美元（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670萬美

元）。存貨平均周轉期為34天，較二零零九年同期的35天減少了1天。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應收賬款約為24,160萬美元（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2,170
萬美元）。應收賬款平均信貸期為123天，較二零零九年同期的135天減少了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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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應付賬款約為 14,840 萬美元（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820
萬美元）。應付賬款平均信貸期為 77 天，較二零零九年同期的 83 天減少了 6 天。 
 
 
銀行結餘及現金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以美元計值的銀行存款及現金結餘約為 16,800 萬美元（於二零零九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9,570 萬美元），本集團保持適度的現金儲備以應付營運資金之需求。 
 
本集團將繼續密切關注市場變化並且積極緊隨經濟發展，為股東帶來豐厚利益，以貫徹我們一向

的目標。我們冀望在二零一零年向股東遞交令人滿意的業績。 
 
 

代表董事會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HannStar Boar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張家寧 
 
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葉新錦先生 
非執行董事︰張家寧先生及曹建華女士 
獨立非執行董事︰趙元山先生、陳淳如女士、葉育恩先生、張碧蘭女士及嚴金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