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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
限公司（「香港結算」）對本公佈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SCHRAMM HOLDING AG
星 亮 控 股 股 份 公 司*

（根據德國法例註冊成立的股份公司）

（股份代號：955）

年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主要財務摘要

• 收益增長17%至歷史新高115,3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98,500,000歐元）；

• 核心經營溢利增長31.2%至歷史新高9,9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7,600,000歐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按年增長7.2%至4,8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4,500,000
歐元）。經常性純收入為6,100,000歐元，按年增長36%（根據業務（不計及有關重組
及擴充投資的非經常性成本）計算）；

• 財務狀況強勁 — 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由二零零九年的2.51倍及1.89倍改善至
二零一零年的3.88倍及2.56倍；

• 資產負債比率較低 — 淨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22.0%的水平（二零零九年：20.7%)

我們欣然宣佈本集團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的比較數字。該等年度業績已經由管理董事會
及監事會（包括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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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歐元 千歐元

收益 2 115,304 98,526
其他經營收入 643 591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3,361 (823)
原材料成本 3 (67,964) (53,061)
僱員福利開支 (21,940) (19,965)
折舊及攤銷 4 (3,363) (3,337)
其他經營開支 4 (17,165) (14,627)
其他收益，淨額 1,040 253

核心經營溢利 9,916 7,557
非核心經營開支 (950) —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8,966 7,557
財務收入 53 30
財務成本 (1,521) (1,58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498 6,000
所得稅開支 5 (2,712) (1,5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786 4,463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每股歐元） 6 0.24歐元 0.33歐元

股息
— 擬派末期股息 7 —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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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786 4,463

因換算本公司外國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2,930 (492)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2,930 (4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7,716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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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歐元 千歐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4,039 2,829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598 24,831
土地使用權 1,079 548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3 343
遞延稅項資產 1,827 2,393

31,586 30,944
流動資產
存貨 19,931 15,68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30,532 30,07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035 3,694
可收回所得稅 — 1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82 14,226

57,280 63,821
持作銷售資產 9 1,176 —

58,456 63,821

資產總額 90,042 94,765

權益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9,905 19,905
額外實繳股本 24,921 24,921
其他儲備 (12,561) (15,491)
保留盈利 22,064 18,671

54,329 48,00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退休金及類似責任 1,110 1,140
撥備 225 721
金融負債 10 17,292 17,406
遞延稅項負債 2,037 2,028

20,664 2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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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歐元 千歐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8,084 13,109
撥備 2,331 1,342
金融負債 10 3,746 10,393
所得稅負債 888 620

15,049 25,464

負債總額 35,713 46,759

權益及負債總額 90,042 94,765

流動資產淨額 43,407 38,35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4,993 6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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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 
股本

額外 
實繳股本 保留盈利 其他儲備 權益總額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3,155 12,284 14,208 (7,694) 31,953

年內溢利 — — 4,463 — 4,463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492) (492)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463 (492) 3,971

分派予附屬公司前股東 — — — (7,305) (7,305)

為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發行股份 1,750 5,940 — — 7,690

為籌備現金而發行股份 5,000 11,450 — — 16,450

已於權益扣除的股份發行成本 — (4,753) — — (4,75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905 24,921 18,671 (15,491) 48,006

年內溢利 — — 4,786 — 4,78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2,930 2,93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786 2,930 7,716
已付股息 — — (1,393) — (1,3 93)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905 24,921 22,064 (12,561) 5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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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亦已根據
已獲歐盟採納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已於二零一零年生效且已獲歐盟批准採納的所有準則及詮
釋編製，並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尚未生效且尚未獲歐盟批准採納的任何準則或詮譯。合併財務
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按公平值重估衍生工具予以修訂。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判斷。

 (a) 重組

誠如招股章程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集團已進行
若干重組以籌備本公司股份上市。

作為該等重組的一部分，香港Schramm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從SHHK收購天津Schramm及泰國
Schramm。該等收購被視作受到共同控制的交易。

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已使用相同基準。有關重組的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b)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會計政策已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其載述於該等財務報表內）貫徹一致。

以下新準則及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生效。採納該等準則不會對
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頒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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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

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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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訂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已就
租賃土地的分類方面作出修訂。於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
經營租賃，並於合併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租賃土地為預付租賃款項。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
訂已移除有關規定。該等修訂規定，租賃土地的分類應按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一般原
則進行，即已租賃資產的擁有權隨附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移至承租人。

根據載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訂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須按租約開始生效時已存在的資
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到期租賃土地的分類。本集團並無擁有符合融資租賃分
類的任何租賃土地。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準則及詮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6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2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7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預付款規定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償清金融負債4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按適用者）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尚未獲歐盟批准採

納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尚未獲歐盟批准採納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尚未獲歐盟批准採納
6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正在評估採納上述新準則、修訂及詮釋的影響。預計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外，有
關採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需要時間評估有關採納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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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呈報

本集團主要從事發展、生產及銷售汽車、卷材、移動及消費電子產品使用的塗料及電器絕緣漆料
及清漆。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汽車及 

一般工業 卷材塗料 電器絕緣 總計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75,611 18,526 4,389 98,526
分部間銷售 2,553 — — 2,553

78,164 18,526 4,389 101,079

抵銷 (2,553) — — (2,553)

集團收益 75,611 18,526 4,389 98,526

分部業績 6,558 949 (217) 7,290
其他未分配開支 (1,2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6,000
所得稅開支 (1,5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463

分部資產 55,120 6,902 2,005 64,027

未分配資產 30,738

總資產 94,765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的計量中包括
的金額為：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無形
資產 2,138 12 16 2,166
折舊及攤銷 3,291 11 33 3,335

財務收入 21 7 2 30
財務成本 (987) (357) (85) (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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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汽車及 

一般工業 卷材塗料 電器絕緣 總計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88,938 21,244 5,122 115,304
分部間銷售 4,821 — — 4,821

93,759 21,244 5,122 120,125
抵銷 (4,821) — — (4,821)

集團收益 88,938 21,244 5,122 115,304

分部業績 11,219 456 (13) 11,662

其他未分配開支 (4,164)

除所得稅前溢利 7,498
所得稅開支 (2,7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786

分部資產 57,626 6,098 1,816 65,540

未分配資產 24,502

總資產 90,042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的計量中包括
的金額為：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無形 

資產 3,602 436 104 4,142
折舊及攤銷 2,356 761 184 3,301
財務收入 50 — — 50
財務成本 (758) (42 1) (101) (1,280)

本公司位於德國。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德國 41,505 33,376
除德國之外的歐盟國家 21,267 19,972
中國 36,606 36,015
韓國 13,376 7,090
其他亞洲國家 2,550 2,073

收益 115,304 9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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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個別客戶佔交易總銷量超過10%。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非流動資產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德國 18,365 19,381

除德國之外的歐盟國家 2,413 2,541

中華人民共和國 7,838 5,772

韓國 62 3

其他亞洲國家 1,038 511

29,716 28,208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3 343

遞延稅項資產 1,827 2,393

非流動資產總額 31,586 30,944

3 原材料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購買原材料、供應品及貨品 67,354 52,475

其他服務 610 586

67,964 53,061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原材料成本包括將存貨撇減至其可變現淨值245,000歐元（二
零零九年：976,000歐元）。

4 折舊、攤銷及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核數師酬金 256 241

折舊及攤銷 3,363 3,337

運輸費 3,389 2,952

法律及諮詢費用  1,445 972

能源及用水成本 1,529 1,561

維修及保養成本 1,780 1,258

差旅費 1,628 1,337

有關樓宇、設備及汽車的經營租賃租金 1,125 1,220

其他 6,013 5,086

折舊、攤銷及其他經營開支總額 20,528 17,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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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及Schramm Coatings GmbH須繳納德國企業所得稅、前東德建設附加費及貿易稅。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適用稅率為31%（二零零九年：31%）。海外溢利的稅項乃以本
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已於合併收益表扣除的所得稅金額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即期所得稅 2,079 1,746

遞延稅項 633 (209)

2,712 1,537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千歐元） 4,786 4,463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9,905 13,682

每股基本盈利（歐元） 0.24 0.33

由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有關將可能有攤薄影響的其他工具的尚未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故每股攤
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7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不擬派付末期現金股息（二零零九年：每股0.07歐元） — 1,393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舉行的監事會會議期間內，監事會決議不擬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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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貿易應收賬款 — 關連人士 495 5,117
貿易應收賬款 — 第三方 28,728 24,278

貿易應收賬款總額 29,223 29,395
應收票據 2,111 1,213

貿易應收賬款總額及應收票據總額 31,334 30,608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02) (533)

30,532 30,075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於報告日期的公平值相若。由於本集團的客戶眾
多並廣泛分佈於全球各地，故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信貸風險並不集中。於報告日期，本集
團最大的信貸風險為上述應收款項的公平值。

本集團的大多客戶均獲授予30至90天信貸期。偶爾，若干客戶可享有更長的信貸期。於報告日期，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3個月內 21,694 19,278
3至6個月 6,929 10,313
6至9個月 822 445
9至12個月 715 16
12個月以上 1,174 556

31,334 30,608

9 持作銷售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附屬公司香港 Schramm訂立系列B優先股購買協議，以1,500,000

美元收購3,571,428股Inlustra系列B優先股。於Inlustra的投資預計將令本集團利用其電器絕緣產品
相關客戶基礎進入Inlustra產品的市場及得以營銷有關產品。因此，於Inlustra的投資乃分類為聯營
公司，原因是本集團於Inlustra擁有重大影響力。管理層認為，Inlustra的財務業績並不重大，因此，
本集團並無於投資後就Inlustra的業績入賬任向權益。

其後，通過於收購後與Inlustra的管理層討論，本公司發現Inlustra的發展計劃及時間表已經變動，
將需要較原先預期更多的時間及資源。因此，本公司其後物色到有意第三方買家，其希望以代價
1,500,000美元自香港Schramm收購該項投資。於報告日期之前，出售Inlustra正在進行當中，因此，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Inlustra的投資乃重新分類為持作銷售資產。預計不會從該項出
售產生任何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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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融負債

本集團的金融負債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銀行借款 20,091 26,739
融資租賃負債 947 1,060

21,038 27,799
減：銀行借款的即期部分 (3,639) (10,286)
融資租賃負債的即期部分 (107) (107)

金融負債的即期部分 (3,746) (10,393)

非即期金融負債 17,292 17,406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貿易應付賬款 — 第三方 5,760 4,623
貿易應付賬款 — 關連人士 219 2,504

5,979 7,127
其他應付款項 2,105 5,982

8,084 13,109

本集團供應商授予的信貸期通常為30日。於報告日期，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3個月內 5,058 6,761
3至6個月 760 251
6至9個月 1 10
9至12個月 21 3
12個月以上 139 102

5,979 7,127

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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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況及業務回顧

隨著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復甦，星亮的收益及核心經營溢利均創歷史新高，分別達
115,3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98,500,000歐元）及9,9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7,600,000歐
元）。星亮的收益增長17%，而我們的所有業務分部均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增長最強勁
的為來自汽車業務的全球收益及中國的水溶解塗料收益。總原材料成本佔收益的百分
比相對穩定，原因是超出收益增長的1.3%增長當中的大部分乃因星亮的區域性銷售組
合變動所致。人事成本及其他經營開支較預期高，原因是星亮錄得數額較高的重組成
本及擴充投資，而有關成本及投資於上一年度並無錄得。如果不計及該等成本，星亮
的經常性純收入為6,1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4,500,000歐元），較上一年度增長36%。

由於流動資金比率獲得改善，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3.88倍及2.56倍（二零零九年：
分別為2.51倍及1.89倍），故星亮的財政狀況繼續維持穩健水平。星亮的淨資產負債比率
仍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為22.0%（二零零九年：20.7%）。

附註：

星亮曾進行若干內部重組及擴充投資。管理層認為，該等成本是星亮二零一零年的額
外負擔，有關成本於上一年度並無錄得。以下是有關合併收益表的分析，合併收益表
將有關本集團經常性業務的業績和重組及擴充投資的成本分開呈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經常性 非經常性 經審核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千歐元

收益 115,304 115,304 — 98,526

其他經營收入 643 643 — 591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3,361 3,361 — (823)

原材料成本 (67,964) (67,964) — (53,061)

僱員福利開支 (21,940) (21,607) (333) (19,965)

折舊及攤銷 (3,363) (3,363) — (3,337)

其他經營開支 (17,165) (16,916) (249) (14,627)

其他收益，淨額 1,040 1,040 — 253

核心經營溢利 9,916 10,498 (582) 7,557

非核心經營開支 (950) — (950) —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虧損） 8,966 10,498 (1,532) 7,557

財務收入 53 53 — 30

財務成本 (1,521) (1,521) — (1,587)

除所得稅前溢利 7,498 9,030 (1,532) 6,000

所得稅開支 (2,712) (2,950) 238 (1,537)

溢利╱（虧損）淨額 4,786 6,080 (1,294) 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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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備考數字，有關數字不包括與星亮二零一零年的核心業務無關的成本：

• 僱員福利開支將為21,6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20,000,000歐元），按年增加8.2%；

• 其他經營開支將為16,9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14,600,000歐元），按年增加15.6%；

• 將不會產生非核心經營開支；但

• 稅項開支將增加238,000歐元，指有關與星亮二零一零年的經常性業務無關的上述
成本的稅收影響。

收益

二零一零年的收益達115,3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98,500,000歐元），相當於較二零零九
年增長17.0%。來自歐洲及亞洲業務的所有經營分部均對收益的增長作出貢獻。歐洲業
務的收益改善17.6%至62,8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53,300,000歐元）及亞洲業務的收益
增長16.3%至52,5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45,200,000歐元）。

星亮的收益增長體現在兩大主要方面。

汽車行業（經濟低迷期間遭受打擊最嚴重的行業之一）於二零一零年生意興旺。星亮的
大部分收益與汽車行業相關，並且除星亮所競得的額外項目外，該行業趨勢為星亮本
年度的收益錄得創紀錄新高鋪平了道路。

我們的水溶解塗料在中國的銷售收益增長90%，這與我們的策略及我們認為中國對環
保塗料的需求將繼續增長的觀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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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及一般工業
— 歐洲

32%

電氣絕緣
4%

卷材塗料
18%

汽車及一般工業
— 亞洲

46%

汽車及一般工業
— 歐洲

31%

電氣絕緣
4%

卷材塗料
19%

汽車及一般工業
— 亞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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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及一般工業

在汽車及一般工業分部中，我們的塗料用於汽車、流動電話、手提電腦及消費電子產品，
該等產品為終端產品提供裝飾、防護及功能價值。

歐洲

我們的歐洲業務的汽車及一般分部主要包括用於歐洲汽車行業的塗料。

來自歐洲業務的汽車及一般分部的收益增至36,4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30,400,000歐
元），按年增長19.6%。

有關高增長率主要由於全球經濟及更具體地說是由於歐洲汽車行業（二零零八年及二
零零九年經濟低迷期間遭受打擊最嚴重的行業之一）復甦所致。德國（我們的主要業務
所在地）已引領歐洲出現強勁復甦，因此，我們的歐洲業務錄得遠較歷史水平為高的增
長率。此外，我們在經濟低迷期間沒有解僱任何主要研發僱員，而此舉戰略性地賦予
星亮強而有力地位，以於二零一零年經濟復甦期間抓住新項目。

亞洲

我們的亞洲業務的汽車及一般分部主要包括用於中國、韓國及東南亞的流動電話、手
提電腦、消費電子產品及汽車行業的塗料。

來自亞洲業務的汽車及一般分部的收益增至52,5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45,200,000歐
元），按年增長16.3%。

亞洲的增長體現在韓國業務的強勁表現（增長88.7%）及在中國銷售水溶解塗料產品的
收益增長90%。相對於全球汽車行業的復甦，我們見證了對韓國汽車的需求及韓國汽
車生產的更強勁增長。因此，我們的韓國業務於二零一零年度生意興旺。在中國，對水
溶解塗料的需求繼續增長，並且我們的中國汽車業務亦受惠於這一需求增長。

卷材塗料

我們的卷材塗料業務主要在歐洲，我們在歐洲向大型鋼材及鋁材卷材製造商供應卷材。
我們的客戶使用我們的卷材生產「預塗」金屬，可被塗上多層塗料，以透過高度表面傳
導性、防鏽及耐磨性增加產品性能。我們的卷材塗料產品主要用於預塗金屬，後者主
要用於建築業，如路牌、屋簷、電梯╱升降機及樓宇。

來自卷材塗料部分的收益增長14.7%至21,2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18,500,000歐元）。有
關改善來自我們已競得的額外項目及整體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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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絕緣

來自電氣絕緣分部的收益增長16.7%至5,1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4,400,000歐元）。有關
增長主要由於經濟整體復甦所致。

成本

二零一零年度亦是星亮進行若干內部重組以及擴充投資的一年。如果不計及收益的重
大貢獻，該等成本是星亮二零一零年的額外負擔，有關成本於二零零九年並無錄得。
我們相信，有關重組屬一次性事件，並有信心相信該等變動尚未及將不會對我們的長
遠日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不計及上述增加的成本，二零一零年亦為溢利創新高的一年。經常性核心經營溢利達
10,5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7,600,000歐元），按年增長38.9%。由於在經濟低迷期間沒
有解僱主要人員，星亮因生產力提高而享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及取得規模經濟效益。

原材料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製成品及半製品存貨變動 (3,361) 823
原材料成本 67,964 53,061

總原材料成本 64,603 53,884

佔收益的百分比 56.0% 54.7%

總原材料成本增長19.9%，而收益則增長17.0%。有關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與經計及因區
域性銷售組合變動產生的更高原材料成本抵銷了因產品銷售組合變動產生的更低原材
料成本後導致收益增長相符。於二零一零年，汽車及一般工業分部（該分部一般與更低
原材料成本相關）的收益增長高於其他分部，從而降低了星亮的整體原材料成本。與我
們的其他區域性業務相比，星亮於韓國的收益包含更高原材料成本，原因是韓國業務
屬包含外包生產的銷售及分銷業務。來自韓國業務相對更高的收益貢獻導致星亮的總
原材料成本佔收益的百分比出現輕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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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僱員福利開支 21,940 19,965

佔收益的百分比 19.0% 20.3%

二零一零年的僱員福利開支較二零零九年增長9.9%，主要由於銷售及生產增加，星亮
為合規、財務及管理部門額外招聘員工，以及星亮為準備擴充至越南、擴大中國研發
中心及擴充至其他地區而招聘人員所致。

僱員福利開支的增長不及收益的增長；該等開支佔收益的百分比下跌1.3%，原因是生
產力增加抵銷了額外招聘的成本。

折舊及攤銷

二零一零年的折舊及攤銷與二零零九年3,300,000歐元相比維持相對穩定，二零一零年
為3,400,000歐元。星亮二零一零年的可折舊資產並無重大變動。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其他經營開支 17,165 14,627

佔收益的百分比 14.9% 14.8%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17.4%，與收益增長17.0%大致相同。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收益及生產
增加，星亮為加強其合規、財務及管理部門而產生額外成本，以及與星亮準備擴充至
越南、擴大中國研發中心及擴充至其他地區相關的成本所致。

非核心經營開支

於二零一零年，星亮進行若干內部重組。該等成本主要因已支付予一名前董事的補償
款項及與已就此事向監事會提供建議有關的法律費用而產生。

除重組相關成本外，我們因為批准有關與主要股東SSCP的關連交易的經修訂上限舉行
股東特別大會而產生成本。

該等成本不屬於核心業務的一部分，並屬非經常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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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財務成本 1,521 1,587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8,966 7,557
償付利息能力比率（即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財務成本） 5.89倍 4.76倍

二零一零年的財務成本較二零零九年輕微下跌。此乃由於(i)銀行借款減少及(ii)將大部
分短期借款轉換成長期借款涉及更高平均利率的淨影響所致。

管理層通過償付利息能力比率評估我們的債務融資的穩健狀況。償付利息能力比率增
長1.13倍至5.89倍。我們認為，現時的償付利息能力比率正處於穩健水平，我們將繼續
對此作出監察。

稅項開支

稅項開支增加76.4%至2,7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1,500,000歐元），原因是更高的應課稅
收入以及有關非核心經營開支及無稅收優惠的擴充投資的額外成本巨大。

業務展望

星亮已為二零一一年制定遠大目標及指標。到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結束時，星亮將開始
於越南（一個在很多方面被稱為下一個中國的國家）生產及為越南的客戶提供服務，並
將開始經營我們於天津的中央研發中心，預計星亮的研發能力將有助於提升我們在中
國的市場地位，長遠而言將達到星亮在歐洲享有的水平。

隨著全球經濟及汽車行業強勁復甦，尤其是在我們的已開發市場，帶動星亮於二零一
零年取得增長，我們預計，來自已開發市場業務的增長率將回落至合理水平，並且我
們預計來自開發中市場（主要是中國）業務的雙位數字增長率將是二零一一年的主要增
長動力。

雖然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未來，尤其是在如今商品市場波動、通脹、政治動盪及全球經
濟復甦不穩定的情況下，但星亮將能成功實現增長及保持增長態勢，猶如星亮擁有長
達200年增長歷史這一事實已根植於我們的企業文化當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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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星亮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繼續維持強勁的財務狀況。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為54,300,000歐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48,000,000歐元。

(a) 資產負債比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銀行借款總額 20,091 26,739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82) (14,226)

借款淨額 15,309 12,513
權益總額 54,329 48,006

已動用總資本 69,638 60,519

資產負債比率（即借款淨額╱已動用總資本） 22.0% 20.7%

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低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2.0%，而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則為20.7%。資產負債比率略為上升，乃由於二零
一零年作出額外投資，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下降因而借款淨額增加所致。

(b) 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在管理本集團的流動資金時，我們一般會評估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流動資產 58,456 63,821
流動負債 15,049 25,464
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3.88倍 2.51倍

於二零一零年，除償還6,600,000歐元銀行借款淨額外，我們將大部分短期銀行借款
轉為長期，以提供財務穩定性。因此，流動比率由2.51倍改善至3.88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流動資產（不包括存貨） 38,525 48,132
流動負債 15,049 25,464
速動比率（即流動資產（不包括存貨）╱流動負債） 2.56倍 1.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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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動比率由二零零九年的1.89倍改善至二零一零年的2.56倍。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均維持在穩健水平，而且速動比率的改善主要由於短期銀行借款已轉為長期。

 盈利能力

核心經營溢利率、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及純利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核心經營溢利率 8.6% 7.7%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 7.8% 7.7%
純利率 4.2% 4.5%

核心經營溢利率於二零一零年獲得改善，主要由於收益改善及更高程度地動用我
們的固定成本。然而，非核心經營開支與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率及純利率出現偏
離，導致二零一零年的溢利率與二零零九年的溢利率相若。

外匯風險管理

星亮按其呈列貨幣（即歐元）報告其業績。我們的歐洲業務面臨很低的外匯風險，原因
是大多數交易均以歐元結算。星亮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主要在於我們的亞洲業務，亞洲
業務使用多種貨幣（比如人民幣、韓圜、美元及泰銖）結算。

在我們的亞洲業務中，大多數交易均獨立於歐洲業務，很少有交易使用歐元結算。因此，
歐元波動不會對區域性業務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由於部分業務確實存在外幣風險，部
分外匯風險通過「自然對沖」獲減至最低。

除該等被自然對沖的外匯風險外，星亮擁有一個專門小組監控面臨的公開風險。必要時，
星亮將訂立直接貨幣遠期合約，以對沖未平倉交易。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亮並無訂立任何金融衍生工具，不為投機用途訂立
金融衍生工具，這是星亮的政策。

承擔及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資本承擔為數2,2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
零），其中307,000歐元為已訂約但未有計提撥備及1,900,000歐元為已授權但未有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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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星亮亦已訂立多項經營租約，根據租約應付的日後最低租賃付款總額相等於
2,000,000歐元，並可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歐元 千歐元

一年內 581 618
第二至第五年 840 167
五年以上 588 —

2,009 78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重大債務沒有在合併財務狀況表披露。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約409,000歐元（二零
零九年：409,000歐元），存貨及應收款項約20,700,000歐元（二零零九年：零）已被指定作
為銀行借款的抵押品。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亮約有791名（二零零九年：819名）僱員，並繼續提供
市場可資比較薪酬及為其僱員提供持續培訓，旨在吸引及挽留高素質人才，以確保業
務順利進行及促進星亮不斷進行的擴充。

企業管治

監事會及管理董事會在努力保持高標準企業管治的同時，致力為本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及爭取最大回報。監事會及管理董事會將繼續參照本地及國際標準檢討及提高企業管
治常規的質量。

本公司原則上一直遵守DCGK的推薦建議，惟根據德國股份公司法第161條作出的合規
聲明所載的例外情況除外。此外，管理董事會及監事會亦已考慮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香港企業管治守則項下的所有其他規定，認為本公司已遵守所有適用規定，惟香港
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除外，其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安排審核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視何者適用而定）的主席，或在該等委員會的主席缺
席時由各委員會的另一名委員（或如該名委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的代表）在股東
週年大會上回答問題。獨立董事委員會（如有）的主席亦應在為批准任何關連交易或任
何其他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交易而舉行的任何股東大會上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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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管理董事會及獨立董事會（包括獨立監事）尚未分別委任管理董事會及獨立董事
會的主席。

監事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主席Jung Hyun OH先生出席了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
日舉行的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回答了股東提出的任何問題。審核委員主席
Choong Min LEE先生因其他業務安排，沒有出席本公司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然
而，管理董事會成員、高級管理人員、獨立財務顧問（僅出席了於二零一零年八月
三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僅出席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舉
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出席了相關股東大會，並親自回答了大會上提出的問題。管理層認
為，管理董事會及獨立委員會的主席缺席有關會議並不影響股東的權利，原因是所有
必需的資料已載列於已於該等會議舉行前至少37日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並且管理董
事會其他成員均有出席有關會議，以回答股東提問。

本公司已設立一個內部合規團隊，負責法規的全面遵從、風險管理及內部審核。該團
隊亦負責監管本公司內部合規指引的執行情況，以確保所有必需的規定均獲得遵守。

本公司已按不比DCGK或香港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條款寬鬆成立兩個委員會，即審核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負責處理會計、風險管理及合規事宜，就委任將於股東大會
上推選的核數師作出推薦建議、監督內部監控系統及為管理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對財務報表進行初審。審核委員會有權審查及向管理董事會報告資
源短缺情況、負責本公司會計及財務報告職能的職員的資歷及經驗以及該部門的培訓
項目及預算。

Choong Min LEE先生及Bang Seon KO先生均為韓國會計師公會的會員，擁有根據上
市規則第3.10(2)條所要求具備的適當專業資格及會計專長。

在批准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之前，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
集團已採納的會計準則及實物。外部核數師及高級管理層亦會與審核委員會會面，以
回答問題。於會面後，審核委員會建議監事會批准年度財務報表。有關批准已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舉行的監事會會議期間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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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及監事均確認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本報告日期整個
期間，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就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收益表、合併全面收益表、合併權
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保證委聘，故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尚未就初步公佈提供保證。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本公佈日期整個期間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本公佈日期期間內購買或銷售任何
本公司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

監事會已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零
九年：每股0.07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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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股東週年大會預計將約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舉行，有關詳情將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內披露。二零一零年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約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寄發予
股東，並可於本公司網站www.schramm-holding.com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董事

Kyung Seok CHAE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

管理董事會成員包括： 監事會成員包括：

Peter BRENNER先生 
Kyung Seok CHAE先生 
Sung Su HAN博士

Jung Hyun OH先生 
JeongGhi KOO先生 
Min Koo SOHN先生 
Bang Seon KO先生#

Choong Min LEE先生#

Kiyoung SHIN先生#

# 獨立監事
* 僅供識別

http://www.schramm-holding.com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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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公司」 指 星亮控股股份公司

「DCGK」 指 德國政府委員會企業管治守則

「歐盟」 指 歐洲聯盟

「本集團」 指 星亮控股股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歐元」 指 歐盟成員國的法定貨幣，歐盟成員國根據歐洲共同
體制定的信託公約（經不時修訂及補充）採用單一
貨幣

「香港企業管治守則」 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國際會計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Inlustra」 指 Inlustra Technologies, Inc.，一家根據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董事會」 指 本公司管理董事會

「標準守則」 指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為將本公司股份首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而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發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泰國Schramm」 指 Schramm SSCP (Thailand) Co., Ltd.，前稱為
「Samsung Chemical Paint (Thailand) Co. Ltd」，一
家於泰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由本公司合法擁有
99.96%的附屬公司

「天津Schramm」 指 三成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SHHK」 指 SSCP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前稱為「三成
宏基（香港）有限公司」，SSCP的全資附屬公司

「SSCP」 指 SSCP Co. Ltd. ，一間於韓國註冊成立及於韓國證
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為韓國證券交易所的市場
分部）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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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Schramm」 指 Schramn SSCP (Hong Kong) Limited ，一間於香港
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監事會」 指 本公司監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