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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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rri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0）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重點

– 收入上升29%至1,385,997,000港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1,343,000港元

– 每股基本溢利為1.97港仙

中期業績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截至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綜
合中期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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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63,262 63,826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1,376 472,38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9,051 28,299
 其他非流動資產 4 3,857 12,803
 遞延稅項資產 1,692 1,692

569,238 579,007

流動資產
 存貨 401,288 269,636
 貿易應收帳款 4 509,847 416,150
 應收聯營公司帳款 16,928 10,22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4 48,626 43,119
 預付稅項 1,158 2,331
 定期存款 91,312 91,312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3,583 328,003

1,302,742 1,160,777

資產總值 1,871,980 1,739,784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7,710 57,710
 其他儲備 202,160 199,812
 保留溢利
 – 擬派末期股息 – 5,771
 – 其他 450,124 438,780

709,994 702,073
少數股東權益 41,098 39,403

權益總值 751,092 74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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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 6 10,000 15,000
 遞延稅項負債 4,742 4,742
 長期服務金準備 8,264 8,264

23,006 28,00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及票據 5 449,889 405,14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178,234 187,140
 預收帳款 984 4,884
 應付聯營公司帳款 461 305
 短期銀行借貸 6 468,314 372,830

1,097,882 970,302

負債總值 1,120,888 998,308

權益及負債總值 1,871,980 1,739,784

流動資產淨值 204,860 190,4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4,098 76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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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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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7 1,385,997 1,076,999

銷售成本 (1,290,806) (1,015,338)

毛利 95,191 61,661

分銷及銷售費用 (13,028) (12,274)

一般及行政費用 (66,937) (57,221)

經營溢利╱（虧損） 8 15,226 (7,834)

財務收入 9 1,420 2,047

財務成本 9 (3,188) (2,90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753 (2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211 (8,718)

所得稅（開支）╱退回 10 (1,173) 729

本期溢利╱（虧損） 13,038 (7,989)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343 (7,918)
 少數股東權益 1,695 (71)

13,038 (7,98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港仙）

 – 基本 11 1.97 (1.37)

 – 攤薄 11 1.9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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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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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13,038 (7,989)

其他全面費用：
 外幣滙率變動之影響 (1) (589)

本期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13,037 (8,578)

應佔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342 (8,271)
 少數股東權益 1,695 (307)

13,037 (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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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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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211 (8,71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075 22,801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564 626
以股份支付報酬之支出 2,350 –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虧損 (753) 25
長期服務金準備 – 1,5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9 (42)
利息收入 (1,420) (2,047)
退還香港利得稅 – 5,234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38,036 19,445

營運資金之變動 (196,515) 46,667

營運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58,479) 66,11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0,653) (69,239)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84,713 (345,92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淨減少 (94,419) (349,050)

四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8,003 641,440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 (589)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33,583 291,80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分析：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3,583 29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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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份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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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須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準則」）編製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述者一致。

中期期間所產生收入之稅項，乃按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預提。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業務有關及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
始之年度強制執行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準
則、修訂及詮釋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概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惟採
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對本集團生效。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之修訂要求租賃土地須根據出租人或承租人就租賃資產之擁有權所承擔之風險及回
報為基準而分類。尤其有關修訂已刪除原先於準則中要求租賃土地一般須分類為經營租賃
﹝除非該土地之業權預期於租賃期屆滿時轉予承租人﹞之特別指引。根據經修訂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倘租賃基本上將持有租賃土地業權相關之絕大部分風險與回報轉讓予承租
人，土地租賃將分類為物業、機器及設備。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須追溯應用。比較資料
已予重列，以反映此項會計政策變動。採納此項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為於簡明綜合中期資
產負債表中將若干租賃預付款重新分類為物業、機器及設備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5 1,009 1,036
土地使用權 (995) (1,00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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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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 14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4) (14)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香港會計師公會批准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呈列 — 借款人對有
償還要求條款之定期貸款之歸類」，該項詮釋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後之年
度期間生效。該詮釋規定載有給予貸款人無條件權利要求於任何時間歸還貸款之條文之貸
款協議下償還之款項，須由借款人於資產負債表內歸類為流動項目，原因是借款人於該等
協議下並不擁有無條件權利延遲至報告日至少十二個月後償債。同樣地，借款人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於合同到期日分析中所披露，根據該等貸款協議償還
之款項須按最早時限期間分類。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中期業績採納該
詮釋，並已歸類若干銀行借貸（倘有關貸款協議載有即時償還條款）為流動負債。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減少）：

短期銀行借貸 43,300 61,300 50,000
長期銀行借貸 (43,300) (61,300) (50,000)

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
已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管理層從地區，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衡量其業務。管理層從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衝量五金塑膠
業務及電子專業代工業務之業績，並進一步以地區分部之基礎（日本、香港、中國大陸、亞
洲（不包括日本、香港及中國大陸）、北美洲及西歐）評估。管理層根據經營溢利評估營運分
部之表現。提供給管理層決策之分部資料之衡量方式與財務報表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五金塑膠業務、電子專業代工業務及其他業務之
收入分別約439,843,000港元、943,057,000港元及3,097,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則分別約443,250,000港元、632,661,000港元及1,0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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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確認收入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其他 合共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分部收入總額 516,373 943,057 3,097 1,462,527
 分部間收入 (76,530) – – (76,530)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39,843 943,057 3,097 1,385,997

經營溢利 7,829 4,300 3,097 15,226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
 行政費用 41,126 38,839 – 79,965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其他 合共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分部收入總額 495,841 632,661 1,088 1,129,590
 分部間收入 (52,591) – – (52,591)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43,250 632,661 1,088 1,076,999

經營溢利╱（虧損） 1,224 (10,146) 1,088 (7,834)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
 行政費用 35,255 34,240 – 6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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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虧損）與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調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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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溢利╱（虧損） 15,226 (7,834)
財務收入 1,420 2,047
財務成本 (3,188) (2,90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753 (2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211 (8,718)

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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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70,091 88,212
香港 165,646 241,734
中國大陸 355,857 325,088
亞洲（不包括日本、香港及中國大陸） 181,230 121,142
北美洲 115,941 106,561
西歐 497,232 194,262

收入總額 1,385,997 1,076,999

分部地區收入根據付運╱運送目的地所在國家分配。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來自數名關鍵客戶。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中源自五大
客戶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83%（二零零九年：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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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貿易應收帳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帳款 520,945 427,247
其他應收帳款 40,845 28,997

561,790 456,244
減：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減值準備 (11,825) (11,825)

549,965 444,419

預付款 4,853 4,210
按金 7,512 23,443

12,365 27,653
減：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 (3,857) (12,803)

8,508 14,850

558,473 459,269

附註： 其他非流動資產代表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數期一般由30日至90日。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548,544 429,838
91至180日 8,473 9,313
181至360日 3,664 15,359
360日以上 1,109 1,734

561,790 456,244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約11,82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1,825,000港元）已減值，並已計提全數減值準備。減值乃首先就重大或帳齡較長之結餘
進行個別評定，其他結餘根據帳齡及過往拖欠情況組合以整體評定。

對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減值之建立和回撥，已在綜合損益表內計入行政費用。在準備帳戶
中扣除之金額一般會在預期無法收回額外現金時撇銷。

於結算日，信貸風險之最高額為上述各類貿易應收款項之帳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
押品以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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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貿易應付帳款及票據

貿易應付帳款及票據之帳齡分析如下 :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434,467 371,913
91至180日 5,329 26,523
181至360日 5,344 2,213
360日以上 4,749 4,494

449,889 405,143

6. 借貸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償還銀行借貸
 – 一年至兩年間 10,000 10,000
 – 兩年至五年間 – 5,000

 長期銀行借貸 10,000 15,000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147,314 41,130
 短期銀行借貸 229,900 211,200
 長期銀行借貸之即期部份 91,100 120,500

 短期銀行貸款 468,314 372,830

借貸總額 478,314 387,830

本集團借貸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68,314 372,830
一年至兩年 10,000 10,000
兩年至五年 – 5,000

478,314 38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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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結算日之銀行借貸平均實際利率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長期銀行借貸，浮息率 1.72% 1.62%
短期銀行借貸，浮息率 1.59% 1.41%
信託收據貸款 1.73% 1.2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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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銷售
 – 五金塑膠業務 439,843 443,250
 –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 943,057 632,661

1,382,900 1,075,911

其他收益
 租金收入 1,909 1,088
 管理費收入 1,188 –

3,097 1,088

收入總額 1,385,997 1,076,999

8. 按性質分類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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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075 22,801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564 62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62,461 12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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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務收入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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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成本：
 –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支出 3,188 2,906

財務收入：
 – 銀行利息收入 (1,420) (2,047)

1,768 859

10. 所得稅（開支）╱退回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計提準備。在
綜合損益表（開支）╱退回之稅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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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稅項
 – 本期 (1,173) -
 – 往年之不足準備 – (65)
遞延稅項 – 794

所得稅（開支）╱退回 (1,173)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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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按本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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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千港元） 11,343 (7,918)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577,098 577,098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每股港仙） 1.97 (1.37)

每股攤薄溢利╱（虧損）乃在假設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已轉換之情況下經調整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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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千港元） 11,343 (7,918)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及每股攤薄溢利之
 普通加權平均數（千股） 577,098 577,098
每股攤薄溢利╱（虧損）（每股港仙） 1.97 (1.37)

12.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5,771,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8,656,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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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及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本集團有以下已授權及簽約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046 6,815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有
條件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05,120,000元（相等於約123,680,000港元）收購宜興嘉利商務大廈開發
有限公司全部現有100%之權益，代價將以按每股0.425港元之發行價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份
之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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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不擬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期間」）中期股息
（二零零九╱一零年度中期：無股息），以預留資金供本集團未來發展之用。

業務回顧

自去年金融海嘯爆發後至今，各類工業之復甦步伐各有不同，然本集團之生產主要是
商用文儀設備及電腦週邊產品，受制於積弱的歐美訂單，故本集團之復甦依然緩慢。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上升了29%至1,382,900,000港元
（二零零九╱一零年度：1,075,911,000港元）。

宜興廠房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開始運作，由於是營運初期，未有顯著收益，並錄得虧
損。冀望將來營運上了軌道後，溢利將會出現。

勞工成本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約36%，上升之趨勢仍然持續。況且，自今年初，中國
廣東省內勞資關係氣氛仍然緊張。勞資糾紛，以至工潮，不能避免地為管理層帶來不
少難題及困擾。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電子代工」）

承接上年度之勢頭，電子專業代工業務也持續上升，皆因本集團鐳射打印機的其中
一位主要客戶的新型號付運量持續增加。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9%至943,0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 632,661,000港元）。營運表現錄得利潤4,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虧損：10,146,000港元）

五金塑膠業務（「五金塑膠」）

五金塑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跌了1%
至439,84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3,250,000港元）。主要是
其中一位客戶受金融海嘯影響後，其伺服器外殼付運量仍未錄得反彈。然透過嚴格
控制成本，整體的營運利潤得以改善540%至7,82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22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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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佈

本集團一向採取多元化模式擴展業務，不會依賴單一市場，亞洲地區（日本、香港及中
國除外）錄得營業額181,230,000港元，日本錄得70,091,000港元，香港錄得165,646,000港
元，中國錄得352,760,000港元，西歐市場錄得497,232,000港元，北美洲錄得115,941,000
港元。

本業上：–

(1) 開源節流

本集團仍採取緊縮及有效監控之措施，因此營運效率得以改善，從而控制整體
營運支出比預算為佳。期內之營運表現因而轉虧為盈。

本集團一貫採用「開源節流」的措施來面對不同挑戰：–

(a)  開源： 本業上如醫療設備、汽車產品、影視組件及櫃員機零件及組裝。

(b)  節流： 勞工成本及人民幣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解決勞工成本上升主要
措施以增強營運效率及增加自動化，以縮減人手。同時，展開與客
戶商討，儘可能把成本轉嫁予客戶。本集團仍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2) 合資公司

(a) 嘉進經過接近兩年的磨合改進，生產及管理效率已獲得改善。勞工短缺及
原料短缺的問題已逐漸獲得解決，訂單也如期落貨。本年度已開始獲得盈
利。

(b) 嘉友位於玉泉之B2B廠房已於本年度期內開始投產，營業狀況良好，期內錄
得微利，冀望本年度已可為本集團帶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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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業上：–

橫向多元化

憑藉主席於地產、婚慶與酒店、旅遊及休閑渡假等業務的經驗，有助嘉利集團的未來
發展及參與不同類型之業務，將以宜興新開發區為主力，因當地政府能提供優惠條
件。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本集團與嘉輝房地產拓展有限公司訂立
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條件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05,120,000元（相等於約123,680,000港
元）收購宜興嘉利商務大廈開發有限公司，宜興嘉利全部現有權益之100%（「收購」）），
代價將以按每股代價股份0.425港元之發行價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宜興
嘉利之成立乃專門為獲得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並負責開發和營運位於宜興之地盤面
積約20,012平方米之地塊上的項目，上述收購構成重大及關連交易。通函已寄發予各
股東，收購有待獨立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詳情請
參閱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寄予本公司股東之通函）。

本集團主要從事金屬及塑膠業務及電子製造服務業務。本集團管理層經慎重考慮後，
認為華南之投資環境、工資及電力方面不斷上升之成本將繼續對本集團業務增長構
成壓力。因此，除改進本集團之工業技術以提升競爭力及強化現有業務外，本集團
管理層亦不時探索及分析其他業務機會。本集團亦可能考慮向其他業務作多元化發
展，包括但不限於酒店、旅遊、房地產及婚慶之主題城市，藉以促進本集團之未來發
展及收入來源。然本集團現時無意加大於工業上的投資或放棄工業發展。上述收購
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減輕依賴工業製造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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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投資

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九╱一零年年報第十四頁所述，二零一零╱一一年度之固定資產
投資現仍暫定於約為65,00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固定資產投資共約為28,000,000港元。

前景

1. 預計二零一零╱一一年度，本集團將面對兩極化的市場狀況，中國經濟繼續回
升向好的形勢不變，惟本公司的工業業務只是專業代工，沒有自家品牌內銷，
未能直接受惠。而另一方面，歐美市場，雖然已渡過最壞的時期，但仍然受着債
務危機的困擾，積弱不振，近期的韓戰危機使復甦的持續性增添不明朗因素。
即使第二次量化貨幣寬鬆計劃已相繼實施來推動美國經濟，然能否扭轉其脆弱
經濟，仍有待證明，復甦之路仍然遲緩及漫長。

2. 二零一零年十月份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21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月份：
190,000,000港元）。然而這個未經審核之營業額數字並不足以反映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表現，請各投資者及股東在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
務須謹慎行事。

3. 本財政年度，仍然採取開源節流的措施。

(a) 一方面，在本業上拓展及研發新產品。「建願景、創新天」乃本集團未來發
展路向，冀望五年內打造成為具「領導地位之綜合電子代工合作伙伴」。

(b) 另一方面，本集團加快及落實探討涉獵其他地產、酒店、婚慶、旅遊及休
閒渡假等業務。

4. 要實踐願景，須不同階層之員工共同努力參與，共創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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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適逢本公司今年三十周年珍珠禧，一個企業能生存三十年，並非易事，其間面
對不同挑戰，仍能屹立不倒。主要有賴員工之努力，管理層的長遠持續增長策
略，並有來自各方的支持鼓勵，其中包括股東、供應商、客戶及銀行等細水長流
的支持。本公司不會固步自封，有如流水，川流不息，帶動新思維，常勤精進。

流動資源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一向專注本業，採取審慎理財的政策，並不參與高風險衍生金融產品投資。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未經審計的淨銀行借貸為153,419,000港元，借貸比率
約為22%（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淨銀行結存比率約為3%）。鑒此，我們預計淨銀
行借貸比率，於截至財政年度二零一零╱一一年止仍將維持低於35%之水平。而非流
動資產與股東資金比率則維持於80%之水平，因此財政狀況仍然健康。

銀行借貸為478,314,000港元。而手持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324,895,000港元及銀行信貸
額約為1,107,000,000港元，我們有信心足以應付本集團目前及未來營運及固定投資之
資金需要。

匯兌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均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計算，由於有關期間內人
民幣兌換港元和美元之匯率持續上升，故此對本集團的營運成本產生一定的匯兌壓
力和風險。本集團將努力與客戶爭取在貨價上作出調整，以減低人民幣匯價上升對
其業務的衝擊。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平均聘有約7,900名僱員（二零零九╱一零年：6,500名）。由於本
集團在當地建立了良好的信譽，故此於招聘人員上並未遇到重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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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東省各製造業相若，近期數月，本集團亦曾經歷少量勞工短缺及高流失率。但仍
秉持以人性化的方法管理員工，締造和諧氣氛，攜手同心，共創新天。

僱員薪酬乃根據一般市場標準及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團並會根據本公司已
審核的業績透過獎賞評核政策，對有良好表現的員工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
醫療保險、「員工置業補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本公司
於一九九九年一月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現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負責處理審核範圍內的事宜，包括財務報表的審閱及內部
監控；以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本公司現在提呈的有關期間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於有關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何焯輝先生（「何先生」）目前擔任該兩
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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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為本集團的創辦人，於製造業具備豐富經驗。同時，何先生具備擔當行
政總裁所需之合適管理技巧及商業觸覺之先決條件。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同時
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兼一致的領導，並可讓本集團更
有效及有效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因此董事會認為無須區分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由何先生繼續擔任這兩個角色。

 按照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亦須接受重新選舉。何
卓明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獲再委任為非執行董事，沒有指定任期，但何
卓明先生仍須依章輪值告退。

 守則條文A.4.2則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
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細則，在本公司每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之當時在任之董
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多於三分之一之數目）須輪值退
任，惟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不須按此規定輪值退任或在釐定每
年退任董事人數時被計算在內。此外，任何填補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或為董事
會新增之成員僅可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屆時彼可膺選連任。然而，
由於《企業管治守則》的推出及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4.2，本集團主
席及╱或董事總經理將至少每三年自願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
施，以確保本公司良好企業管治。

本公司將繼續不時檢討其常規，以達至高水平之公司管治。

遵守標準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採納嚴格程序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以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經本公司查詢
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有關期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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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9)段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合適時在聯交所的網站刊登。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焯輝先生、郭永堅先生、李樹琪先生及陳名妹小
姐；非執行董事為何卓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偉俊先生、陳瑞森先生及
方海城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焯輝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謹供識別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