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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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ONG MING INVESTMENTS LIMITED
（昌明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6）

二零一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昌明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23,763 278,316
銷售成本  (236,626) (198,066)
  

毛利  87,137 80,250
其他經營收入 6 9,493 10,697
銷售及分銷成本  (7,200) (7,678)
行政開支  (49,566) (53,936)
其他經營開支  (9,120) (15,744)
  

經營業務溢利 5 30,744 13,589
財務費用 7 (430) (363)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30,314 13,226
所得稅開支 8 (5,635) (3,631)
  

本期溢利  24,679 9,595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679 9,59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於期內應佔溢利之
 每股盈利 10

 基本  4.07港仙 1.58港仙
  

有關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擬派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9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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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24,679 9,595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的財務報表
 時產生的匯兌收益╱（虧損）  188 (326)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 (961)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產生
 之遞延稅項抵免  – 240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扣除稅項後  188 (1,047)
  

期間總全面收入  24,867 8,5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全面收入  24,867 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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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52,139 158,491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12 13,876 14,049

購買物業預付款項  7,802 –

遞延稅項資產  29 9
  

  173,846 172,549
  

流動資產
存貨  44,350 45,891

應收貿易賬項 13 166,853 84,5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8,445 8,992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4 72,951 66,22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2,389 194,421

應收稅項  127 673
  

  485,115 400,752

待售非流動資產  – 6,765
  

  485,115 407,5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5 100,674 53,56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38,284 32,229

附息借貸  13,460 11,700

應付稅項  14,340 8,678
  

  166,758 106,172
  

流動資產淨值  318,357 301,3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2,203 47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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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借貸  13,500 13,500

遞延稅項負債  7,169 7,659
  

  20,669 21,159
  

資產淨值  471,534 452,735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60,675 60,675

儲備  386,589 385,992

擬派股息 9 24,270 6,068
  

總權益  471,534 45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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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申報」而編製。

除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採納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
報準則」，為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告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
則，而該等準則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08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 業務合併
各項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年度改善項目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
大改變。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2008年經修訂）
此項經修訂準則引入有關業務合併的會計規定之主要變動。該準則保留會計購買法（現稱為
收購法）的主要特點。此項準則最主要的變動如下：

• 合併的收購相關成本於收益表列賬為支出。該等成本過往列賬為收購成本的部分。

• 該等購入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一般按其於收購日的公平價值計量，惟經修訂準則規定
例外情況及提供特定計量規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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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2008年經修訂）（續）
• 任何或然代價乃按其於收購日的公平價值計量。倘或然代價安排產生金融負債，則其

後出現的任何變動一般於收益表中確認。過往，或然代價僅在其付款為可能之情況下
於收購日期確認。

此項經修訂準則已提前應用於收購日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本集團於二
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並無進行任何業務收購。因此，採納此項標準導致本集團有關業務
合併之會計政策變動，惟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績造成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008年經修訂）
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規定須同時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08年經
修訂）。經修訂準則引入有關與非控股（前稱「少數股東」）權益的交易及失去附屬公司的控制
權的會計規定之變動。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的情況相近，經修訂準則須
提前應用。採納此項準則不會對本期間的財務報表造成影響。

於二零零九年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年度改善項目－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年度改善項目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作出若干微細之修訂。僅
與本集團有關之修訂為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此項修訂本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
特定指引，以消除與租賃分類之一般指引不符之處。因此，土地租賃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一般原則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即租賃是否將與資產擁有權有關之重大部份風險及
回報轉移予承租人。於修訂前，租期屆滿前不會歸屬於本集團的土地業權分類為「預付租賃
款項」項下之經營租賃，並於租賃期內攤銷。

此項修訂本已按照該修訂本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條文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
追溯應用。本集團根據租賃土地開始時已有的資料重新評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尚未到
期之租賃土地之分類，並追溯確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為融資租賃，並作出調整。經重新評估
後，本集團已將若干租賃土地由經營租賃重新分類為融資租賃。

因此，持作自用之若干租賃土地入賬列作物業、廠房及設備，而其擬定用途之土地權益按資
產可使用年期及租期兩者之較短者作折舊計算。



7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年度改善項目－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續）
採納此項修訂本之影響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攤銷減少 (11)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11 11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3,219 3,230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減少 (850) (861)

資產重估儲備增加 1,978 1,978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391 391
  

3. 收益
收益，亦即是本集團之營業額，為本集團期內售出貨物之發票值（已扣除退貨減免額及貿易
折扣）及因本集團進行主要業務而提供服務之發票值，惟不包括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
易。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定期報告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內部財務資料辨認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本
集團執行董事根據該等內部財務資料決定本集團各業務組成的資源分配並審閱該等組成的表
現。內部報告予執行董事的業務組成乃根據本集團的主要業務類別而釐定。本集團已經辦認
以下須報告分類：

(a)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彩盒及兒童趣味圖書類－生產瓦通紙盒、彩盒及兒童趣味圖書，
主要售予消費產品製造商及出版商；

(b)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類－生產籤條、標籤、恤衫襯底紙板及
膠袋產品，主要售予消費產品製造商；及

(c) 商業印刷類－提供財經印刷、數碼印刷及其他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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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上述各經營分類乃分開管理，因各個業務類別所需資源及市場推廣方針並不相同。所有分類
間轉讓乃按公平價格進行。

執行董事根據其香港申報準則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評估分類報告，惟在計算經營分類的經營
業績時並無包括若干項目（有關財務費用的開支、所得稅以及企業收入及開支）除外。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不包括以集團形式管理並不可直接歸屬於經營分類的業務活動的
公司資產（包括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應收稅項及遞延稅
項資產）。

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有關本集團須報告分類的資料載列如下：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彩盒及兒童趣味圖書 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商業印刷 撇銷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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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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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類收益：
 向集團外
  客戶銷售 274,124 228,436 15,454 15,051 34,185 34,829 – – 323,763 278,316

 集團內各類別間之銷售 6,530 7,809 929 – 204 325 (7,663) (8,134) – –
          

總數 280,654 236,245 16,383 15,051 34,389 35,154 (7,663) (8,134) 323,763 278,316
          

須報告分類業績 19,219 1,025 (210) (141) 3,829 4,445 – – 22,838 5,329
        

未分配收入：
利息收入         2,204 1,018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收益         2,572 7,242

出售待售非流動資產
 之收益         3,130 –
          

經營業務溢利         30,744 13,589

財務費用         (430) (363)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30,314 13,226

所得稅開支         (5,635) (3,631)
          

本期溢利         24,679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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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彩盒及兒童趣味圖書 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商業印刷 撇銷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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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類資產 364,097 282,159 9,534 7,935 29,834 28,647 – – 403,465 318,741

公司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72,951 66,222

 其他         182,545 195,103
          

總資產         658,961 580,066
          

5.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之攤銷 173 18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617 7,002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7,154 57,143

 滯銷存貨準備 4,900 1,993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11） 3,906 9,108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 3,403

 壞賬開支 – 197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撥備 314 1,04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762) (4,295)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1,810)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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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204 1,018

匯兌收益，淨額 – 1,534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419 26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762 4,29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9 –

出售待售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3,130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1,810 2,947

其他 1,069 877
  

 9,493 10,697
  

7.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透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430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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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香港 6,098 2,413

 即期稅項－海外 47 353
  

 6,145 2,766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510) 865
  

 5,635 3,63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
年：16.5%）之稅率計算。有關海外溢利須繳納之稅項乃根據於本期間內有關估計應課稅溢利
及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1港仙） 6,068 6,068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九年：無） 18,202 –
  

 24,270 6,068
  

各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1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港仙
（二零零九年：無），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之前派發。於財
務狀況表日後建議之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並不會確認作為財務狀況表日之負債，惟會反映為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一項保留溢利分配。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
審核綜合溢利約24,67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595,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606,753,119股
（二零零九年：609,163,826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兩段期間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不予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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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 155,261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經修訂）之影響 3,230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經重列） 158,491
購置 5,180
出售及撇銷淨額 (3,915)
折舊 (7,617)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值 152,139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 177,262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經修訂）之影響 2,010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經重列） 179,272

購置 2,191

出售及撇銷淨額 (9,108)

計入收益表之重估虧絀 (3,403)

計入資產重估儲備之重估虧絀 (961)

折舊 (7,002)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值 160,989
 

期內，本集團為提升其生產力而在添置廠房及機器方面動用約4,336,000港元及在添置傢俬、
裝置、辦公室設備及汽車方面動用約844,000港元。

為持續提升生產效益及成本控制措施效率，本集團一直集中其生產設施。就此，管理層就本
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檢討。經檢討後，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被視為已廢棄，並
已於損益賬內其他經營開支下扣除（附註5）。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
書類之有關虧損約2,600,000港元，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類之有關虧
損約1,300,000港元，已於附註4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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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 14,910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影響 (861)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經重列） 14,049
攤銷 (173)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值 13,876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 15,670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影響 (883)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值（經重列） 14,787

攤銷 (18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值 1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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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169,626 87,213

減：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2,773) (2,660)
  

應收貿易賬項－淨額 166,853 84,553
  

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日（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至90日）。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75,153 41,125

31日至60日 41,126 17,010

61日至90日 32,258 16,244

90日以上 18,316 10,174
  

 166,853 8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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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之非上市貨幣票據 4,870 4,800

在香港之非上市掛鈎票據 6,595 10,145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4,921 9,747

在香港之非上市債務投資 7,777 –

在海外上市之股本投資 408 991

在海外之非上市商品基金 – 1,592

在海外之非上市債務基金 6,013 –

在海外之非上市債務投資 30,629 27,397

在海外之非上市掛鈎票據 2,698 2,361

在海外之非上市貨幣票據 9,040 9,189
  

 72,951 66,222
  

15. 應付貿易賬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100,674 53,56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37,231 25,296

31日至60日 20,772 12,740

61日至90日 13,217 7,576

90日以上 29,454 7,953
  

 100,674 5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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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8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606,753,11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60,675 60,675
  

17. 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可供本集團動用之一般銀行信貸合共247,275,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282,65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之銀行信貸
合共為26,9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44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把本集團總值達14,85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4,85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作抵押以便本集團獲提供一般銀行信貸。

18. 經營租賃承擔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土地及樓宇 其他資產 土地及樓宇 其他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932 589 7,593 589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268 1,215 8,805 1,509

五年後 11,212 – 11,485 –
    

 23,412 1,804 27,883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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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仍繼續為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製
造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商業印刷及資產管理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
323,8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去年同期約278,300,000港
元增加約16.3%。本集團之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的28.8%輕微減少至回顧期
間的26.9%。本集團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約9,600,000港元增加至約
24,700,000港元，增幅為157.2%。有關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分部的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增加，以及期內出售待售非流
動資產之收益所致。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仍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於
回顧期間，本集團於此項主要業務分類錄得之總收益約為274,1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228,400,000港元增加約20.0%。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來自此項分類之溢利由去年同期之1,000,000港元增加至約19,200,000港元。此乃由
於客戶之出口市場改善致使營業額增加所致。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分類仍然面對激烈競爭。於回顧期
間，本集團於製造籤條、標籤、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業務之收益穩定，維持於約
15,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5,0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來自此項分類之虧損由去年同期之100,000港元增加至約2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商業印刷業務持續穩定發展。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
益及此分類之溢利分別約為34,200,000港元及3,8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分別為
34,800,000港元及4,400,000港元。

由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金融市場仍充滿挑戰，並存在不明朗因素，對本集團投
資之金融資產表現造成不利影響。期內，本集團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為
2,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7,200,000港元減少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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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流動現金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
營運所需。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財政穩健。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
與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合共約達182,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94,400,000港元）。按照短期及長期附息銀行借款約2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25,200,000港元）及股東資金471,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452,7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5.7%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6%）。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手持之現金、流動資產價值、未來收入及主要股東可提供之信
貸將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由於在現時之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兌美元之匯率較為穩定，加上本集團
以人民幣收取收入及支付費用，因此本集團毋須承擔任何重大匯兌風險。

期內，本集團就美元兌人民幣訂立遠期合約，並計入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內。倘若因人民幣貶值而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超過若干比率，
則本集團將承擔匯兌虧損。

財務擔保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銀行授予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提
供約157,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87,7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有
關擔保乃以本集團所擁有賬面淨值合共約14,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4,9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之法定押記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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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本集團於期內的業務表現改善，展望將來，由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情況仍具
不明朗因素，董事預期印刷業之營商環境將會繼續充滿挑戰。為應付未來挑戰及
保持競爭力，本集團將會繼續致力實施嚴謹成本控制及提升營運效益，以改善各
項業務之邊際利潤。然而，由於中國勞動力及原材料之成本持續上漲，加上更多額
外投資以符合有關環保及安全之規定，均會限制控制成本措施之成效。

為維持長遠增長及提高股東價值，董事將會繼續探索所有潛在機會，務求更進一
步發展本集團之業務。

股息

各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
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1港
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零九年：無）。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或之前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星
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收取中期
及特別股息，務請最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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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
條文，惟偏離下列條文除外：

•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須獲委任固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獲委任固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
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之董事（包括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須輪值退任，而每位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
本公司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嚴格程度不遜於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該期間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員工聘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職員工數目約為1,580名，其中約1,400名員
工駐於中國。

薪酬福利一般乃參考市場條款及按個別員工表現制定。一般而言，薪金每年一次按
工作表現評估報告及其他有關因素檢討及調整，而花紅（如有）亦按此基準發放。
本集團制定之員工福利計劃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購股權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集團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釐定其
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已審閱及釐定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包括執行董事酬金
之政策、支付予執行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水平。

薪酬委員會包括四名成員，分別為盧永文先生、林振綱博士、吳麗文博士（全部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雷勝明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委員會由盧永文先生擔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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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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行為守則。所有董事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已確認，於整個回顧期間，彼等
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釐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包
括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吳麗文博士、林振綱博士及盧永文先
生。委員會由吳麗文博士擔任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
內部控制與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獲執
業會計師均富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企
業獨立核數師進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而進行審閱。

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中期報告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且在上述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為本集團之竭誠效力，盡忠職守，以及對
各位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及股東之一貫支持致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雷勝明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雷勝明先生、雷勝昌先生及雷勝中先生，
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振綱博士、盧永文先生及吳麗文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