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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 HOLDINGS LIMITED
第四季度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

第一部份 — 季度（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之資料

1(a) 收益表（本集團）連同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1(a)(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十二個月之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千元 千元 （減少） 千元 千元 （減少）

收益 840,459 892,687 (5.9) 3,085,373 3,252,024 (5.1)

銷售成本 (794,798) (845,388) (6.0) (2,930,254) (3,093,367) (5.3)

毛利 45,661 47,299 (3.5) 155,119 158,657 (2.2)

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 2,542 1,305 94.8 19,389 6,083 218.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033) (19,361) (1.7) (65,104) (63,750) 2.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921) (11,711) (6.7) (39,700) (39,705) (0.0)

經營溢利（附註1） 18,249 17,532 4.1 69,704 61,285 13.7

融資成本 (3,102) (1,718) 80.6 (8,621) (5,307) 62.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193 562 290.2 5,982 1,195 400.6

除稅前經營溢利 17,340 16,376 5.9 67,065 57,173 17.3

所得稅開支 (2,589) (2,736) (5.4) (12,895) (14,049) (8.2)

期內溢利 14,751 13,640 8.1 54,170 43,124 25.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671 12,014 22.1 52,998 38,181 38.8

非控股權益 80 1,626 (95.1) 1,172 4,943 (76.3)

14,751 13,640 8.1 54,170 43,124 25.6

附註 . 由於本集團馬來西亞附屬公司ECS ICT Berhad進行首次公開招股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在馬來西
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後不再併入本集團之業績，故上述數字，除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外，並
不可作出按年比較。



 2

1(a)(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及十二個月之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千元 千元 （減少） 千元 千元 （減少）

期內溢利 14,751 13,640 8.1 54,170 43,124 25.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資產
 淨值之匯兌虧損 (2,082) (2,841) (26.7) (4,634) (7,385) (37.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2,669 10,799 17.3 49,536 35,739 38.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612 9,190 37.2 48,012 31,223 53.8
非控股權益 57 1,609 (96.5) 1,524 4,516 (66.3)

期內溢利 12,669 10,799 17.3 49,536 35,739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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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之明細表及說明性附註

附註1. 計算期內溢利時已包括下列項目：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增加╱

千元 千元 （減少） 千元 千元 （減少）

折舊及攤銷 (586) (667) (12.1) (2,235) (2,828) (21.0)

（撇銷）╱撥回呆壞賬撥備
 減已收回壞賬 (899) 819 無意義 (3,798) (2,246) 69.1

撥回╱（計提）存貨廢棄及
 存貨撇銷撥備 3,451 (837) 無意義 (364) (1,780) (79.6)

匯兌收益╱（虧損） 581 (246) 無意義 1,403 (879) 無意義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虧損）╱收益 (33) (11) 200.0 (54) 45 無意義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6) (100.0) — (6) (100.0)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996) 380 無意義 (4,381) (1,880) 133.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
 部份權益使成為聯營
 公司及攤薄後所產生之
 收益（附註2） — — 無意義 4,569 — 無意義

聯營公司剩餘權益之
 公平值調整（附註2） — — 無意義 8,051 — 無意義

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
 款項，已包括於員工
 成本內 (15) (410) (96.3) (15) (410) (96.3)

附註2. 由於本集團馬來西亞附屬公司ECS ICT Berhad進行首次公開招股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在馬來西
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後不再併入本集團之業績，故上述數字，除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外，並
不可作出按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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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財務狀況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上一財政年度期末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83 8,284 248 225

　於附屬公司投資 — — 206,180 170,999

　於聯營公司投資 41,585 7,323 3,320 —

　其他資產 — 290 — 140

　無形資產 33,522 33,522 — —

　遞延稅項資產 6,932 6,619 — —

89,622 56,038 209,748 171,364

流動資產
　存貨 207,763 217,718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54,637 548,542 36,927 53,526

　現金及銀行結餘 92,500 51,117 8,833 2,354

854,900 817,377 45,760 55,88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11,030 411,611 13,941 9,613

　遞延收入 872 358 — —

　銀行貸款 123,159 111,855 2,763 15,550

　融資租賃負債 167 81 — —

　本期應繳稅款 7,164 6,704 250 125

542,392 530,609 16,954 25,288

流動資產淨值 312,508 286,768 28,806 30,59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1,238 63,225 101,238 63,225

　遞延稅項負債 2,367 1,880 27 27

　遞延收入 570 840 — —

　融資租賃負債 268 148 — —

104,443 66,093 101,265 63,252

297,687 276,713 137,289 138,7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2,815 112,815 112,815 112,815

　其他儲備 5,884 7,301 13,153 10,961

　保留盈利 177,895 139,412 11,321 14,928

296,594 259,528 137,289 138,704

非控股權益 1,093 17,185 — —

總權益 297,687 276,713 137,289 13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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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附註

1(b)(ii)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於一年內或以下，或按要求償還之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 123,159 — 111,855

於一年以後償還之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 101,238 — 63,225

任何附屬抵押之詳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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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經營溢利 17,340 16,376 67,065 57,173
調整：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193) (562) (5,982) (1,195)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996 (380) 4,381 1,88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使成為
 聯營公司及攤薄後所產生之收益 — — (4,569) —
聯營公司剩餘權益之公平值調整 — — (8,051) —
權益結算以股份付款之交易 15 410 15 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6 667 2,235 2,8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6 — 6
其他資產撇銷 140 13 140 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33 11 54 (45)
利息開支 3,102 1,718 8,621 5,307
利息收入 (345) 170 (955) (646)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20,674 18,429 62,954 65,731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27,326 (30,976) (34,111) (49,15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962) (42,593) (90,447) (120,29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2,985) 46,628 71,927 145,150
經營業務所產生╱（動用）之現金 23,053 (8,512) 10,323 41,438

已付所得稅 (1,771) (3,296) (11,325) (12,149)
經營業務現金流量淨額 21,282 (11,808) (1,002) 29,289
投資業務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345 (170) 955 646
向聯營公司購買額外權益 — — (647)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使成為
 聯營公司及攤薄後之現金流出 — — (5,723) —
自聯營公司還款╱（貸款）予聯營公司 — 7,448 (6,801) —
已收聯營公司股息 — — 1,691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90) (556) (2,757) (1,8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2 67 1,534
出售會藉所得款項 — — 125 —

投資業務現金流量淨額 (445) 6,724 (13,090) 326
融資業務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239) (1,531) (7,978) (6,357)
已付股息 — — (10,961) (9,865)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220,615 148,330 857,384 577,377
償還銀行貸款 (227,824) (152,953) (779,277) (587,933)
融資租賃分期付款 (26) (21) (119) (69)
向非控股權益支付股息 — — (1,810) (68)
向少數股東發行股份 — 221 — 221
融資業務現金流量淨額 (9,474) (5,954) 57,239 (26,6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1,363 (11,038) 43,147 2,92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2,316 62,784 51,117 49,502

匯率變動對以外幣所持結餘之影響 (1,179) (629) (1,764) (1,30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2,500 51,117 92,500 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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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列示 (i)所有權益變動或 (ii)除由於資本化發行及向股東分派引起以外之權益變動
之報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權益變動報表

(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息
儲備

一般
儲備

累計
溢利

貨幣換算
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3,775 139,412 (7,435) 259,528 17,185 276,71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9,092 1,651 10,743 1,613 12,35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3,775 148,504 (5,784) 270,271 18,798 289,069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5,511 55 15,566 (245) 15,321

按每股3.0仙派付之末期單一免稅股息 — (10,961) — — — (10,961) — (10,96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使成為
 聯營公司及攤薄後所產生之影響 — — — — — — (17,616) (17,61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3,775 164,015 (5,729) 274,876 937 275,813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3,724 (4,633) 9,091 99 9,19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3,775 177,739 (10,362) 283,967 1,036 285,003

轉撥溢利 — — 1,377 (1,377) — — — —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4,671 (2,059) 12,612 57 12,669

以股份付款之交易 — — — 15 — 15 — 15

擬派每股3.6仙之單一免稅股息 — 13,153 — (13,153) — —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3,153 5,152 177,895 (12,421) 296,594 1,093 29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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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息
儲備

一般
儲備

累計
溢利

貨幣換算
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12,815 9,865 2,423 113,175 (477) 237,801 14,285 252,08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6,919 3,212 10,131 709 10,84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9,865 2,423 120,094 2,735 247,932 14,994 262,926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8,944 (4,665) 4,279 1,215 5,494

按每股2.7仙派付之末期單一免稅股息 — (9,865) — — — (9,865) — (9,865)

應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68) — (68) — (6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2,423 128,970 (1,930) 242,278 16,209 258,487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0,304 (2,681) 7,623 983 8,60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2,423 139,274 (4,611) 249,901 17,192 267,093

轉撥溢利 — — 1,352 (1,352) — — — —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2,014 (2,824) 9,190 1,609 10,799

以股份付款之交易 — — — 369 — 369 41 410

擬派每股3.0仙之單一免稅股息 — 10,961 — (10,961) — — — —

應付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 — 68 — 68 (1,878) (1,810)

向非控股股東發行股份 — — — — — — 221 221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3,775 139,412 (7,435) 259,528 17,185 27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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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息儲備
累計溢利╱
（虧損）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14,928 138,70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179) (1,179)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13,749 137,52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2,689 2,689

按每股3.0仙派付之末期單一免稅股息 — (10,961) — (10,96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16,438 129,25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3,098) (3,098)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13,340 126,1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1,119 11,119

以股份付款之交易 — — 15 15

擬派每股3.6仙之單一免稅股息 — 13,153 (13,153)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3,153 11,321 13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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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息儲備
累計溢利╱
（虧損）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12,815 9,865 10,876 133,55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530 53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9,865 11,406 134,08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2,259) (2,259)

按每股2.7仙派付之末期單一免稅股息 — (9,865) — (9,86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9,147 121,96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184) (1,18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112,815 — 7,963 120,77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7,926 17,926

擬派每股3.0仙之單一免稅股息 — 10,961 (10,961)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12,815 10,961 14,928 138,704



 11

1(d)(ii)自上一個報告期末以來，有關本公司因供股、發行紅股、購回股份、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
發行之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或任何其他目的之代價而產生任何股本變動之詳情。另請註
明於本財務報告期末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所有尚未行使可轉換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
數目。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季度內，本公司根據ECS僱員購股權計劃 II發行13,770,000份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相當於13,770,000股未發行普通股之尚未行使購股權。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擁有任何未發行普通股之尚未行使購股權。

1(d)(iii)列示於本財務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年度結束時，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之總數。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股本

股份數目（千股）

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5,360

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5,360

1(d)(iv)列示於本財務報告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

不適用

2. 該等數字是否已予審核或審閱，並以何等核數準則或慣例為依據。

審核正在進行但尚未完成。

3. 倘數字已經審核或審閱，則編製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本集團於編製本報告期間之財務報表時，已經採納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財務報表相同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惟第5段所述者除外。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有任何變動，列明有何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之原因及其
影響。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除採納財務報告準則
第27號（二零零九年）及財務報告準則第103號（二零零九年）外，現時被評估為不會對本集團業績造成重大
影響。除攤薄收益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使成為聯營公司外，於聯營公司之保留權益需重新計算
至公平值。出售部份權益之收益及重新計算保留權益至公平值之收益已於損益賬確認。

根據所採納的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失去控制權時將聯營公司之保留權
益重新計算至公平值。因此，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及除稅前溢利增加8,051,000元，本期間每股盈
利相應增加每股2.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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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撥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按照股東應佔純利計算之年度
　每股普通股盈利：

(i) 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4.02仙 3.29仙 14.51仙 10.45仙

 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365,360 365,360 365,360 365,360

(ii) 按全面攤薄基準 3.99仙 3.29仙 14.48仙 10.45仙

 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367,694 365,360 365,943 365,360

於計算全面攤薄每股盈利時，僅計及該等將會攤薄本集團每股基本盈利之購股權獲行使而產生之潛在普通
股。

7. 於 (a)本報告期末及 (b)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按發行人已發行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發行人
及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照財務報告期間完結時已發行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81.18仙 71.03仙

本公司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照財務報告期間完結時已發行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37.58仙 37.9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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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集團之表現回顧，僅限於合理地理解本集團之業務所需。須包括討論以下內容：

(a) 影響本集團於本財務報告期所報告之營業額、成本及盈利之任何重要因素，包括（倘適用）季節或週期
性因素；及

(b) 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所報告之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產或負債之任何重大因素。

本集團之表現回顧

(a)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收益較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之3,250,000,000元下跌5.1%至3,090,000,000元，主要由
於我們的馬來西亞附屬公司ECS ICT Berhad（「ECS ICT」）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在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其收益不再納入合併範圍內。倘不計ECS ICT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之收
益，並假定不變之貨幣換算，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之收益將按年增長14.8%。該收益增長主要是消
費打印機、筆記本電腦、耗材及蘋果 iPad等平板電腦的銷售增長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本集團之收益較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892,700,000元下跌5.9%至840,500,000元，
同樣是ECS ICT不再納入合併範圍所致。倘不計ECS ICT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收益，並假設不變之貨
幣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之收益將增加137,900,000元，增幅為19.0%。該收益增加主要來自耗
材、平板電腦及網絡硬件產品。

就地域而言，北亞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之收益較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431,100,000元大幅增長24.5%至
536,600,000元。分銷分部方面，中國的收益受來自耗材及平板電腦強勁銷售所帶動，而企業系統分部方
面，收益強勁增長主要是網絡硬件及服務之銷售增加所致。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倘ECS ICT不再納入
合併範圍及假定不變之貨幣換算，東南亞之收益將按年增加10,500,000元，增幅為3.5%。

(b) 盈利能力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之除稅後純利及非控股權益（「NPATMI」）較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之38,200,000
元增加38.8%至53,000,000元。就一次性出售／攤薄收益、公平值調整及變動等特殊項目以及所確認分佔攤
薄溢利減少而作出調整後，本集團之NPATMI將按年增長22.3%至46,7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持續
專注調整產品組合及加強與主要委託人的地區合作，對提升本集團之利潤發揮重要作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之4.88%提升至5.03%。菲律賓
及馬來西亞聯營公司對本集團之貢獻亦有大幅提升。

於本季度內，本集團NPATMI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之12,000,000元增長22.1%至14,700,000元。二零一零年第四
季度之毛利率為5.43%，較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5.30%有所改善，主要是企業系統產品於二零一零年第四
季度錄得7.0%之毛利率，優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6.5%。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財務費用較二零零九
年第四季度增加80.6%，主要是增加銀行借貸以支持收益增長所致。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分佔聯營公司溢
利亦由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600,000元增加至2,200,000元。

就地域而言，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北亞及東南亞地區之表現均優於預期，NPATMI分別按年增長11.3%及
30.7%。

(c) 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總額為296,6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259,500,000元增加37,1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本集團產生穩健之正營運現金流量，達21,300,000
元，而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則產生負營運現金流量11,800,000元，主要是營運資金管理改善所致。



 1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75,100,000元增加
49,300,000元至224,400,000元，主要是業務增長及地域網絡擴張所致。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
及銀行結餘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51,100,000元增加41,400,000元至92,500,000元。淨資產負債比率
由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之0.54倍降至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之0.45倍，亦低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之0.48倍。

9. 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異。

不適用。

10. 於公佈當日評論本集團所經營行業之重大趨勢及競爭環境，及任何可能影響本集團下一報告期及未來12個
月之已知因素或事件。

據領先行業分析機構 IDC預計，去年增長13%的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將於二零一一年進一步增長10%。
(http：//www.idg.com/www/pr.nsf/0/14FD296F1791438E852578320054102A)

鑒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分銷及企業資訊科技等核心業務之行業前景持續明朗，且預期我們於東南亞及中
國之大部份市場均將錄得雙位數增長，ECS亦將致力推動增長再上一個台階。

為實現上述目標，ECS已經採取積極行動。

我們正調整產品組合，注重發展新興技術及服務。近期，我們的中國附屬公司已取得 iPhone及 iPad合同，並
與聯想就筆記本電腦簽訂地區協議，最近亦與戴爾就服務器及筆記本電腦達成地區協議，預期能為收益帶
來貢獻。

此外，ECS亦於手機配件需求方面發現業務機會。事實上，ECS已開始深化與日本配件製造商Buffalo的夥伴
關係，作為唯一獲授權分銷商，將其產品分銷至ECS集團經營所在的5個東盟國家。

同時，本集團未來將嘗試以集團整體來代替個別國家於各地區推行相似的市場策略及聘用策略供應商，以
提高效率及規模效應。

除上述提升規模經濟效應的措施外，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我們將進一步擴大於印尼及中國的覆蓋範圍，尤
其是許多供應商亦預期能夠實現增長的四、五線新興城市。

與此同時，本集團亦將致力尋找適合的合作夥伴，以向新市場拓展，其中包括我們一直關注的印度及越南。

有鑒於此，倘無不可預知情況發生，董事深信ECS將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取得更勝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
度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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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期

股息名稱 首期及末期
股息類別 現金
股息率 每股普通股3.6元
稅率 免稅

(b) 去年同期

股息名稱 首期及末期
股息類別 現金
股息率 每股普通股3.0元
稅率 免稅

(c) 支付日期

將於日後公佈。

(d) 截止過戶日期

將於日後公佈。

12. 如無宣派╱建議派付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說明。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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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全年業績公佈所需之額外資料（此部份不適用於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或半年業績）

13. 按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形式，載列按（集團）業務或地區分部劃分之分部收益及業績，
並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資料。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分部如下：

分部 主要業務

企業系統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企業系統工具（中間件、操作系統、Unix/NT服務器、數據庫、儲存
及保安產品）供應商。

資訊科技服務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設計及執行、培訓、維修及支援服務。

分銷 於商業及消費市場分銷資訊科技產品（桌上電腦、筆記本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等）。

有關各可報告分部業績之資料載於下文。表現是以經本集團行政總裁審閱的內部管理報告所載分部除稅前
溢利計量。分部溢利用作計量業績表現，因管理層認為該等資料最適合評估與於該等行業內經營的其他實
體有關的若干分部業績。

企業系統 資訊科技服務 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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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外部收益 1,132,511 1,187,926 24,461 29,851 1,928,401 2,034,247 3,085,373 3,252,024

折舊及攤銷 (820) (1,033) (18) (26) (1,397) (1,769) (2,235) (2,828)

扣除利息及稅項前之

 可報告分部溢利 30,326 28,816 1,161 1,848 25,597 30,621 57,084 61,285

可報告分部資產 283,659 273,463 5,103 6,550 472,934 478,559 761,696 758,572

資本開支 922 633 38 31 2,140 1,276 3,100 1,940

可報告分部負債 157,933 148,793 2,373 3,014 246,536 259,096 406,842 4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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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及其他重大項目之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 千元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之溢利總額 57,084 61,285

未分配金額：
 — 財務費用 (8,621) (5,307)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使成為聯營公司及攤薄後所產生 4,569 —

 — 於聯營公司剩餘權益之公平值調整 8,051 —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5,982 1,195

綜合稅前溢利 67,065 57,173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總額 761,696 758,572

其他資產 — 29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1,585 7,323

其他未分配金額 141,241 107,230

綜合總資產 944,522 873,415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總額 406,842 410,903

其他未分配金額 239,993 185,799

綜合總負債 646,835 596,702

(b) 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北亞及東南亞（包括新加坡）經營。基於地區分部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按經營地區地點呈
報。分部資產乃基於資產之地區地點呈報。

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北亞 1,779,031 1,685,235 35,904 35,906

新加坡 307,928 281,462 1,116 1,564

東南亞（不包括新加坡） 998,414 1,285,327 4,085 4,626

3,085,373 3,252,024 41,105 4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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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於審閱表現時，導致業務分部或地域分部營業額及盈利貢獻出現任何重大變動之因素。

請參閱附註8。

15. 銷售額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增加╱
（減少）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增加╱
（減少）

千元 千元 % 千元 千元 %

(a) 上半年申報銷售額 1,503,852 1,474,020 2.0% 832 613 35.7%

(b) 上半年除稅後未扣除少數
 股東權益前經營溢利╱
 （虧損） 25,551 17,798 43.6% 1,510 (1,729) 無意義

(c) 下半年申報銷售額 1,581,521 1,778,004 –11.1% 9,250 17,914 –48.4%

(d) 下半年除稅後未扣除少數
 股東權益前經營溢利╱
 （虧損） 28,619 25,326 13.0% 8,021 16,742 –52.1%

16. 發行人於最近全年度及上一全年度之全年股息總額（以幣值計）分析如下：

全年股息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坡元 千坡元

普通股 13,153 10,961 

優先股 — —

合計 13,153 10,961

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而言，擬派單一免稅股息每股普通股3.6仙。年內概無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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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授權下之關聯人士交易。

關聯人士名稱

於回顧財政年度進行之所有
關聯交易之總值（不包括低於
100,000坡元之交易及根據第
920條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第920條獲股東授權進行
之所有交易之總值（不包括低
於100,000坡元之交易）

a) 與Vnet Capital Co., Ltd及其附屬公司進
行之貨品及服務銷售交易

— 996,275坡元

b) 與Vnet Capital Co., Ltd及其附屬公司進
行之貨品及服務購買交易

313,743坡元 —

上述交易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四季度內進行。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Eddie Foo Toon Ee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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