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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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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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0）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摘要

‧ 儘管營業額及毛利分別下降11%及10%，但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仍增加
56%至571,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出售貴聯控股集團所致

‧ 毛利率由34.9%上升至35.3%

‧ 相關溢利增加43%至522,000,000港元，不包括非經營收入49,0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80%至60.2港仙

‧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1.4港仙

業績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澳科控股」）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公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業績作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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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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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651,161 2,975,185
銷售成本 (1,715,116) (1,936,916)

毛利 936,045 1,038,269
其他收入 4 36,184 32,950
銷售及分銷成本 (87,087) (145,128)
行政開支 (199,674) (250,608)
其他經營開支 (8,062) (15,335)
非經營項目 5 49,419 –
融資成本 (34,860) (52,90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5,420 80,608

稅前溢利 6 777,385 687,847
所得稅開支 7 (176,632) (133,010)

本年度溢利 600,753 554,837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70,914 365,119
－非控制性權益 29,839 189,718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 60.2 33.5

－攤薄（港仙） 8 不適用 不適用

股息 9 208,631 14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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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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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600,753 554,837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地業務之匯兌收益╱（虧損） 164,845 (26,118)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時
　自外幣兌換儲備帳戶
　撥回匯兌收益至損益 (133,514) –
現金流對沖收益 4,319 57,74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10 35,650 31,62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636,403 586,460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00,135 394,955
非控制性權益 36,268 191,505

636,403 58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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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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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1,229 758,194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22,567 22,416
商譽 2,538,229 2,445,02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7,615 73,244
應收貸款 308,536 316,137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631 1,571
其他資產 71,036 86,099

3,770,843 3,702,686

流動資產
存貨 359,984 289,29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781,690 563,593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697 672
預付款項及按金 57,771 57,404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 2,278,6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863 12,769
銀行及現金結餘 997,278 1,059,210

2,213,283 4,261,637

資產總額 5,984,126 7,964,323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231 10,900
儲備 3,829,656 5,612,5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38,887 5,623,499
非控制性權益 179,228 162,163

權益總額 4,018,115 5,78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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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578,467 695,507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235,082 –
遞延稅項負債 61,833 65,308

875,382 760,8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046,400 958,501
本期稅項負債 44,111 18,038
銀行借款之流動部份 118 408,298
其他金融負債 – 33,009

1,090,629 1,417,846

負債總額 1,966,011 2,178,661

權益及負債總額 5,984,126 7,964,323

流動資產淨值 1,122,654 2,843,79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893,497 6,54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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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
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本年度及
過往年度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申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
業額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重估作出修訂。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分類有下列兩個呈報分部：

－ 卷煙包裝印刷
－ 轉移紙及鐳射膜製造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之技術及市場
推廣策略，故該等業務乃獨立管理。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

分部損益不包括企業行政開支。分部資產不包括商譽、應收貸款、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其
他金融資產、預付款項及按金及一般行政用途之其他應收款項。分部負債不包括其他金融
負債、其他應付款項及一般行政用途之應計費用。

本集團將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入帳，乃假設該等銷售或轉讓向第三方作出（即按現行市價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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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呈報分部之溢利、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卷煙包裝印刷 卷煙包裝印刷
轉移紙及

鐳射膜製造
轉移紙及

鐳射膜製造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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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572,372 2,830,383 78,789 144,802 2,651,161 2,975,185

分部間收益 – 239,560 66,598 118,532 66,598 358,092

分部溢利 710,761 664,609 1,988 13,499 712,749 678,108

利息收入 10,985 10,668 1,740 867 12,725 11,535

利息開支 (217) (12,904) – (274) (217) (13,178)

折舊及攤銷 (70,321) (96,127) (19,724) (19,743) (90,045) (115,87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5,420 80,608 – – 85,420 80,608

所得稅開支 (142,495) (92,915) (685) (1,794) (143,180) (94,709)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52,186 67,697 259 4,837 52,445 72,53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233,608 2,038,076 318,224 498,573 2,551,832 2,536,649

分部負債 (741,851) (533,062) (77,396) (51,082) (819,247) (584,14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7,615 73,244 – – 117,615 7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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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呈報分部之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總收益 2,717,759 3,333,277
對銷分部間收益 (66,598) (358,092)

綜合收益 2,651,161 2,975,185

損益
可呈報分部損益總額 712,749 678,108
其他損益 (111,996) (123,271)

本年度綜合溢利 600,753 554,837

資產
可呈報分部總資產 2,551,832 2,536,649
商譽 2,538,229 2,445,025
應收貸款 308,536 316,137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631 2,280,267
其他資產 583,898 386,245

綜合總資產 5,984,126 7,964,323

負債
可呈報分部總負債 (819,247) (584,144)
其他金融負債 – (33,009)
其他負債 (1,146,764) (1,561,508)

綜合總負債 (1,966,011) (2,178,661)

地區資料：

本集團逾90%收益及資產來自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客戶及業務，因此並無進
一步披露本集團之地區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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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主要客戶之收益：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卷煙包裝印刷
　客戶甲 975,057 878,960
　客戶乙 535,353 448,316
　客戶丙 479,190 431,837
　客戶丁 300,316 269,167
　客戶戊 – 270,209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之收益 8,102 7,215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251
　利息收入 14,296 13,641
　已收賠償 298 282
　已收政府津貼
　　－有關費用項目之無條件津貼 3,822 4,900
　匯兌收益 7,083 –
　雜項收入 2,583 6,661

36,184 32,950

5. 非經營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a) 99,617 –
其他應付款項之名義利息 (b) (18,102) –
其他 (32,096) –

49,419 –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本集團完成出售貴聯控股國際有限公司（「貴聯控股」）之全部股
權及貴聯控股（與其附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統稱「貴聯控股集團」）欠付或招致本集
團之全部債項（「債項」）（「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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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聯控股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呈列為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出售事項
之代價以現金約880,000,000港元及透過轉讓由蔡得先生（「蔡先生」），為貴聯控股集
團之董事兼原擁有人持有之166,814,000股本公司股份支付。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之收益指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加上任何相關累計外幣兌換儲備及債項之出售所得款項
與帳面值之間之差額（經扣除出售事項產生之交易費用）。

(b)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偉建集團有限公司與鵬巒集
團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人民幣670,000,000元收購本公司附屬公司祺耀集
團有限公司（「祺耀」）餘下之45%股權。該代價將以現金方式分批支付直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二零一零年二月完成收購事項後，祺耀已成為本集團之全資
附屬公司。

該數額指代價之遞延部份連同交易費用（按攤銷成本計量）與其他長期應付款項面值
之間之差額。

6.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成本 1,715,116 1,936,916
折舊 92,533 120,4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953 1,002
有關土地、樓宇及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28,543 32,59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41,649 245,001
研究及開發成本 111 2,589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 145,067 95,734
－上年度撥備（超額）╱不足 (215) 2,539
預扣稅項 34,076 36,859
其他遞延稅項 (2,296) (2,122)

176,632 133,010

由於本年度本集團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於享有稅務優惠前之有關稅率介乎15%至25%（二零零九年：15%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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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約570,914,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365,119,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約948,740,000股（二零零九
年：1,089,961,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支付之股息為約145,857,000港元（即二零零九年
之末期股息為每股15.8港仙）及約103,392,000港元（即二零一零年之中期股息為每股11.2
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支付之股息約為46,868,000港元（即二
零零八年之末期股息為每股4.3港仙）。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1.4港
仙，總股息金額約為105,239,000港元，惟須待股東於應届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擬派末期
股息並無確認為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11.2港仙（二零零九年：零） 103,392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11.4港仙（二零零九年：15.8港仙） 105,239 145,857

208,631 145,857

10. 其他全面收益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分：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外地業務之匯兌收益╱（虧損） 164,845 (26,118)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時
　自外幣兌換儲備帳戶
　撥回匯兌收益至損益 (133,514) –

現金流對沖：
　年內產生之收益 498 47,789
　加：計入損益之溢利之重新分類調整 3,821 4,319 9,952 57,74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35,650 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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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賒帳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團致力持續嚴格控制未償還應
收款項。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查過期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帳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49,931 226,891
31至90日 191,779 99,165
超過90日 25,602 33,856

貿易應收款項 467,312 359,912
應收票據 63,282 44,491
其他應收款－一間聯營公司 153,357 87,379
其他應收款－其他 97,739 71,811

781,690 563,593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196,909 165,885
31至90日 201,367 111,221
超過90日 85,692 34,044

貿易應付款項 483,968 311,150
應付票據－有抵押 25,527 17,035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即期部份 235,082 –
其他應付款項 301,823 630,316

1,046,400 95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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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澳科控股管理層欣然呈報二零一零年末期業績。儘管二零一零年對於澳科控股而
言具有一定挑戰，惟本集團之表現鼓舞人心，歸因本集團持續受惠於中國卷煙產
品消費需求不斷增長，尤其是中高檔卷煙領域。

近年來，澳科控股持續擴展其地域覆蓋範圍，以遍及整個地區。因此，澳科控股
能在報告期間保持其本身穩固之增長，並成功從其現有客戶獲得新訂單，從而使
本公司能夠爭取較高市場佔有率及提升本公司之品牌組合。目前，本集團為中國
國內市場十大知名品牌中之六個品牌，以及三十個核心品牌中之十四個品牌提供
產品及服務。

繼二零一零年二月完成出售貴聯控股集團後，本公司通過收購祺耀之餘下股權
（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完成），繼續加強發展雙喜品牌（其或會於二零一六年成為
中國的領先品牌之一），此舉進一步鞏固澳科控股持續致力於高端卷煙包裝業務及
實踐雙向增長策略的方針。

年內，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Amcor Limited大力支持，進一步增持本公司之股
份，令澳科控股及董事會深感鼓舞。本公司相信，鑒於Amcor Limited毫不間斷地
支持本公司以鼓勵及開發最佳生產工藝，包括先進印刷技術知識，及財務管理及
控制（包括管理營運資金），本公司於未來將繼續保持其作為最大卷煙包裝印刷專
家之領先地位。

隨著中國日益關注公眾健康，各卷煙集團正着重於包裝以加強品牌形象。年內，
本公司之研究與開發中心力求創意產品設計。透過獨特的包裝解決方案設計品牌
和重新定位，彼等希望提高卷烟集團之盈利能力。創新包裝設計及先進防偽特徵
對於本公司之客戶至關重要。因此，本公司將持續尋求機遇以改善本公司之服務
和技能，務求與客戶共創一個雙贏局面。

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鵬巒集團有限公司就以總現金代價人民
幣670,000,000元收購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祺耀餘下45%股本權益訂立協議，以
進一步增加高檔包裝產品市場之銷售。該收購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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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與董事會變動

於報告期間，李卓然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辭任本公司之董事兼公司秘書。
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本集團之首席財務官廖舜輝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
公司秘書。

在葛蘇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獲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後，曾照傑先生自二零一
零年四月二十日起調任為非執行主席而退任其於本集團的行政職務，而其任期被
修訂為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起計固定為兩年。

Ralf Klaus Wunderlich先生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以
替代Jerzy Czubak先生。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報告期間，因剔除貴聯控股集團（其在二零零九年為本集團貢獻半年之營業額）
營業額，營業額由2,975,000,000港元下跌11%至2,651,000,000港元。剔除貴聯控
股集團在二零零九年之營業額後，本集團仍取得其他業務之穩固自然增長，此乃
由於中國卷煙業之持續整固及增長所致。

毛利

於報告期間，整體毛利率為35.3%，較去年輕微上升0.4個百分點。毛利率上升乃
由於高檔產品所產生之營業額比例持續上升，故持續經營業務之整體產品組合改
善所致。然而，該改善在若干程度上被不斷上升之紙張成本所抵銷。因剔除貴聯
控股集團之業績，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之毛利為936,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102,000,000港元，降幅10%。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增加乃由於利息收入增加，及在重估以正在貶值之港元計值之借款兌正
在升值之人民幣（本公司功能貨幣）時確認之匯兌收益增加所致。

經營成本

經營成本（包括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之
411,000,000港元減少116,000,000港元至二零一零年之295,000,000港元。經營成本
佔營業額百分比由二零零九年之14%下降至二零一零年之11%。除剔除貴聯控股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之經營成本外，經營成本下降亦反映管理層持續致力於削減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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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營項目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一次性非經營收入總共49,000,000港元，其中包括(1)因
出售貴聯控股集團而錄得之一次性收益（扣除交易開支）；(2)就祺耀之45%股權而
應付賣方之遞延款項所確認之攤銷成本；(3)就再融資借款而支付之預付費用加速
攤銷；及(4)就規範本集團內部運作而產生之成本之撥備。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之53,0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零年之35,000,000港元，融
資成本減少主要由於銀行借款減少及借款利率普遍下調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即使已剔除其所佔常德金鵬凹版印刷有限公司（隸屬本集團已出售之貴聯控股集
團）貢獻之溢利，應佔聯營公司溢利仍由二零零九年之81,0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
一零年之85,000,000港元。本集團擁有48%權益之南京三隆包裝有限公司所貢獻之
溢利大幅增長，且其收入及溢利均已錄得可觀增長。

稅項

本集團之實際稅率由二零零九年之19%上升4個百分點至二零一零年之23%，乃主
要由於東莞智源彩印有限公司之兩年免稅期屆滿。

純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571,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
之365,000,000港元增加56%，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強勁增長、
在二零一零年收購祺耀餘下45%股權所貢獻之額外溢利及因出售貴聯控股集團而
確認之一次性收益所致。

分部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卷煙包裝印刷之營業額為2,572,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97%。

展望未來，由於本集團之轉移紙及鐳射膜銷售將主要供內部使用，而有關之銷售
額將於綜合帳目時對銷，故卷煙包裝印刷之百分比將會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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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1.4港仙，派息率為40%，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5,984,000,000港元，總負債為
1,966,000,000港元，分別較二零零九年減少1,980,000,000港元及213,000,000港
元。總資產減少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出售貴聯控股集團後之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減
少所致。

借款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計息借款總額約579,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1,104,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525,00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
於償還所借銀團貸款所致。

絕大部分計息借款均為無抵押、以港元計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計息借款
總額之到期日列載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118 408,298
第二年 133,328 377,238
第三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445,139 318,269

578,585 1,103,805

減：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目列示） (118) (408,298)

十二個月後到期償還款項 578,467 695,50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承諾但未動用銀行信貸額為
40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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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資產淨額4,018,000,000港元，包
括非流動資產3,771,000,000港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711,000,000港元、預
付租賃土地款項22,000,000港元、商譽2,538,000,000港元、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8,000,000港元、應收貸款309,000,000港元、可供銷售金融資產2,000,000港
元及其他資產71,0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1,122,0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
875,0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借款總額除以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由二零零九年之19.1%下
降至二零一零年之14.4%。有關減幅主要是由於償還借款所致。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銀行所給予之銀行信貸而抵押予銀行之
資產帳面值約為1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已訂約但未
撥備之資本承擔為8,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000,000港元）。

營運資金

流動比率由去年底之301%下降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03%，乃由於於
出售貴聯控股集團後，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大幅減少所致。此項目於去年底被分類
為流動資產。

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絕大部分銀行借款則以港
元計值。

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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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政策

本集團對財資及融資政策取態審慎，集中於風險管理及與本集團相關業務有直接
關係之交易。

前景

展望二零一一年，本公司致力鞏固其市場領先地位，以為股東帶來更高價值及回
報。由於若干卷烟集團正積極使用招標系統，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留意市場出現之
挑戰及機遇。我們將制訂適當措施以應對此趨勢。

儘管二零一一年仍將為具挑戰性的一年，但本公司對未來一年的前景保持審慎樂
觀。雖然若干卷煙集團近期實施的招標系統可能會對毛利率和自然增長有短期影
響，惟有關影響能被眾多降低成本措施緩衝。卷煙集團更嚴謹之要求似乎對整個
行業帶來一個洗牌效應，但由於小型之包裝競爭對手將可能受到不利影響，同時
亦為澳科控股等市場領先者提供了機遇，可增加高價值品牌之產量及市場份額。

隨著中國卷煙行業持續增長，卷煙品牌與生產基地整合之總體趨勢將會持續。本
公司信賴團隊之專業人士，加上對卷煙包裝技術知識、高端研究與開發及嚴格質
量控制，定必為本公司現有及新客戶增值，從而在獨特之中國卷煙市場中競爭發
展。

展望未來，澳科控股將繼續實踐其雙向增長策略，在擴大其在中國的現有銷售及
分銷網絡的同時，亦在主要省份物色潛在收購商機以維持及獲取更多市場份額。

最後，管理層謹此感謝本公司之忠實客戶及所有業務夥伴在過去一年給予之支持
及信任。管理層為擁有一個投入奉獻及熱情之員工團隊深感自豪，憑藉彼等之持
續奉獻及勤奮努力，將驅動公司成長及勢保澳科控股成功企業之地位，並在來年
為股東創造價值利益。

薪酬政策及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聘用2,539名全職僱員。年內
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4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45,000,000
港元）。全體全職受薪僱員（廠房工人及合約僱員除外）均按月支薪，另加酌情表
現獎金。廠房工人的薪酬按基本工資加生產獎金計算。本集團確保僱員的薪酬水
平具競爭力，以及僱員的回報在本集團的薪金及獎金制度的整體框架內與表現掛
鈎。除薪金外，本集團提供的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員工公積金供款。董事亦
酌情及視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而向本集團僱員提供購股權、獎勵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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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根據本集團與蔡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出售貴聯控股集團而訂立
之買賣協議，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以每股7.00港元從蔡先生購回及註銷本
公司166,814,000股股份外，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
八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於此段期間
內，本公司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或登記。如欲符合享有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擬派末期股息及出席將舉行之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之資
格，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當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二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便辦理過戶登記手
續。

企業管治

本公司持續致力達致企業操守，且重視其企業管治程序及系統，以確保提高透明
度、問責性及股東利益保障。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鄭基先生（審核委員
會主席）、歐陽天華先生及胡俊彥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外聘
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以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
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



20

核數師同意之初步業績公佈

本初步業績公佈內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之數字
已獲本集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就此所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
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核證聘用，因此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
事務所並不對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照傑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非執行主席曾照傑先生；執行董事陳世偉先生、吳世
杰先生及葛蘇先生；非執行董事David John Cleveland Hodge先生及Ralf Klaus 
Wunderlich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基先生、歐陽天華先生及胡俊彥先生組
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