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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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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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2）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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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連同二
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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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5,192,120	 3,095,362

其他收入  4,614	 2,98�

原材料及已動用消耗品  (2,429,414	) (�,6�3,597 )
購買製成品  (1,807,082	) (8�4,063 )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90,717	 �5,78�
其他製造開支  (73,494	) (69,496 )
僱員福利開支  (526,859	) (4�2,4�7 )
折舊及攤銷  (59,080	) (60,456 )
其他開支  (197,879	) (�62,463 )    

經營溢利╱（虧損）  193,643	 (�8,368 )    

融資收入  21,803	 3,856
融資成本  (22,400	) (8,290 )    

融資成本，淨值  (597	) (4,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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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723	 (867 )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款項之呆賬撥備  (291	) (708 )    

  432	 (�,575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93,478	 (24,377 )

所得稅支出 3 (31,783	) (��,849 )    

本年度溢利╱（虧損） 2 161,695	 (36,226 )    

應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5,102	 (4�,245 )
非控制性權益  26,593	 5,0�9    

  161,695	 (36,226 )    

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之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 4 18.27	 (5.58 )    

 －攤薄 4 18.16	 (5.55 )    

股息 7 22,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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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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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5,109	 �5,470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6,317	 579,672
無形資產  15,363	 �3,066
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3,949	 2,847
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697	 988
應收一間受投資公司之款項  –	 –
遞延稅項資產  8,741	 9,65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9,330	 33,2�8
長期按金  1,892	 �,973
會籍及債券  12,250	 ��,795    

  683,648	 668,684    

流動資產
存貨  683,713	 470,7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5 1,126,492	 845,432
按金及預付款項  65,851	 52,�32
可收回稅項  1,423	 �,645
衍生金融工具  2,11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3,337	 293,854    

  2,962,930	 �,663,824        

資產總值  3,646,578	 2,332,50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於一年後到期  178	 3�8
遞延稅項負債  12	 �
退休福利承擔  1,044	 793    

  1,2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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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6 916,525	 686,540
即期稅項負債  22,071	 5,303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1,287,257	 402,087
銀行透支，已抵押  11,951	 3,553
融資租賃承擔－於一年內到期  171	 �53
衍生金融工具  11,565	 �,264    

  2,249,540	 �,098,900        

負債總額  2,250,774	 �,�00,0�2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73,952	 73,930
 儲備  1,229,906	 �,090,328    

  1,303,858	 �,�64,258
非控制性權益  91,946	 68,238    

股權總額  1,395,804	 �,232,496    

股權及負債總額  3,646,578	 2,332,508    

流動資產淨值  713,390	 564,9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97,038	 �,23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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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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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161,695	 (36,226 )

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19,439	 8,343
解散一間附屬公司時解除外匯儲備  (1,505	) –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179,629	 (27,883 )    

應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46,874	 (34,677 )
非控制性權益  32,755	 6,794    

  179,629	 (27,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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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礎

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合併財務報表
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

合併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並經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入賬及列入收益表
之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作出調整。

於本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起生效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於本集團本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
詮釋。本集團正評估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編製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致之財務報表須運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2.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獲確認為本公司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之
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該等報告是釐定經營分部之依據。本集團現時分為兩
個經營分部－貿易及製造。本集團之主要業務資料報告均以此等分部為基礎。

貿易 － 製造印刷電路板及電子產品所使用之化學品、物料及設備之貿易及經銷

製造 － 電器及電子產品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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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如下：

	 貿易		 製造		 其他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部銷售額 2,449,113		 2,689,936		 53,071		 –		 5,192,120
分部內銷售額 348,278		 2,487		 32,494		 (383,259	)	 –         

總額 2,797,391		 2,692,423		 85,565		 (383,259	)	 5,192,120
         

業績
分部業績 152,123		 42,011		 (491	)	 –		 193,643
融資（成本）╱收入，淨值 (2,946	)	 2,974		 (625	)	 –		 (597	)         

 149,177		 44,985		 (1,116	)	 –		 193,046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業績         723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款項之呆賬撥備         (291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3,478
所得稅支出         (31,783	)         

本年度溢利         16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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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如下：

 貿易  製造  其他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部銷售額 �,�48,82�  �,900,896  45,645  –  3,095,362
分部內銷售額 �7�,757  2,320  �9,802  (�93,879 ) –         

總額 �,320,578  �,903,2�6  65,447  (�93,879 ) 3,095,362
         

業績
分部業績 (23,7�6 ) ��,82�  (6,473 ) –  (�8,368 )
融資（成本）╱收入，淨值 (�,40� ) (3,038 ) 5  –  (4,434 )         

 (25,��7 ) 8,783  (6,468 ) –  (22,802 )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867 )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款項之呆賬撥備         (708 )         

除所得稅前虧損         (24,377 )
所得稅支出         (��,849 )         

本年度虧損         (36,226 )
         

3.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067	 �,�77
 －其他司法權區，包括中國所得稅  24,390	 �0,846    

  27,457	 �2,02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  –	 �,995
 －其他司法權區，包括中國所得稅  107	 46    

  107	 2,04�    

遞延所得稅  925	 (8,858 )

就附屬公司已宣派股息之應繳稅項  3,294	 6,643    

  31,783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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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以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6.5%（二零零九年：�6.5%）計算。於中國
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至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台灣之附屬公司須按�7%（二零零
九年：25%）稅率繳納公司所得稅。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則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
算。

4.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港幣千元） 135,102	 (4�,245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39,463	 739,304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18.27	 (5.58 )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按假設兌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而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港幣千元） 135,102  (4�,245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39,463	 739,304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千份）  4,373	 3,2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43,836	 742,505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18.16	 (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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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貿易應收賬款港幣�,��4,954,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835,058,000
元）。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介乎30天至�80天之信貸期。此外，就已建立長期關係之若干客
戶而言，本集團會給予較長信貸期。

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469,083	 330,346
3�至60天  286,278	 240,535
6�至90天  181,167	 �26,468
90天以上  178,426	 �37,709    

  1,114,954	 835,058    

6.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港幣656,442,000元
（二零零九年：港幣50�,306,000元）。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377,499	 335,627
3�至60天  158,191	 �07,�09
6�至90天  88,409	 32,570
90天以上  32,343	 26,000    

  656,442	 50�,306    

7.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已付每股港幣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零元） 7,395	 –
末期股息，建議每股港幣0.02元（二零零九年：港幣零元） 14,793	 –    

  22,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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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02元。待
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支付予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
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錄得營業額港幣五十二億元，較去年增長約68%。於本年度，本集
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港幣一億三千五百一十萬元，而去年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港幣四千
一百二十萬元。

貿易及分銷部（王氏港建經銷）

本集團之工業產品貿易部於二零一零年錄得破紀錄之銷售額港幣二十四億元，較去年增
長約��3%，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優秀銷售團隊及客戶服務團隊充分把握全球經濟好轉之
有利時機所致。該部門之全年經營溢利為港幣一億四千九百二十萬元，而去年則錄得經
營虧損港幣二千五百一十萬元。該部門於台灣之業務下半年繼續表現理想，為其全年溢
利之主要貢獻者。該部門於中國之電子產品貿易錄得大幅增長，其營業額較去年增長約
��5%，除稅前經營溢利為港幣四千三百萬元，而去年則為經營虧損港幣九百八十萬元。
該部門其他所有於香港及泰國之主要業務於二零一零年均錄得經營溢利，惟新加坡業務
則錄得經營虧損，主要由於該市場需求下滑所致。

製造（王氏港建科技）

本集團之原產品製造部於二零一零年之營業額為港幣二十七億元，較去年增長約42%，
主要由於全球經濟持續改善所致，因此本年度下半年亦較上半年取得更多訂單。該部門
之經營溢利為港幣四千五百萬元，較去年增長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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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本集團已獲取銀行及其他財務融資合共港幣二十七億一千萬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已動用其中港幣十三億四千八百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
合借貸淨額為港幣二億一千六百萬元，其股權總額則為港幣十三億九千六百萬元，因此
淨資本負債比率為�5.5%。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以相應購買交易所用之貨幣單位進行，並已訂立外匯合約以在需要時
對沖匯率波動。

資本架構

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5,943名僱員，其中322名駐香港、5,294名駐
中國及327名駐海外工作。本集團主要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驗，以及考慮現行業內慣
例釐定僱員薪酬待遇。除為僱員提供公積金計劃、醫療津貼、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外，
亦會根據僱員之個別表現及本集團之整體表現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及給予酌情花紅。本集
團會定期檢討僱員之薪酬政策及待遇。

展望

繼中東及北非持續動盪，近期日本之地震、海嘯及核電站損毀將對本集團之業務產生影
響，惟影響程度尚不明朗。儘管評估其長遠影響為時尚早，惟預期本集團之貿易及分銷
部於本年度將面臨更為嚴峻之市場環境。本集團正致力採取措施以減輕有關之影響，惟
董事預期中國工資上漲將會對本集團原產品製造部之表現產生部分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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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分立、董事之服務年期及輪值之
守則條文A.2.�、A.4.�及A.4.2有所偏差：－

守則條文A.2.1

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並非由不同人士擔任，現時由王忠桐先生出任此兩個職位。董
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能令本集團之領導更具強勢及貫徹，在策
劃及落實長期業務策略方面更有效率。同時，董事會相信本公司已具備健全之企業管治
架構，確保可有效地監督管理層，而這架構之優點與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分立大致相
同。該架構包括：

－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全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全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可隨意及直接與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及內部審計師接觸，並在
有需要時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董事會相信，此等措施將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可繼續有效地監督本集團管理層，並提供
有關策略、危機和誠信等重要事項之積極監管。董事會會不斷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
的成效，用以評估是否需要作出任何修改，包括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分開。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構成與守則之守則條文A.4.�有所偏差。根據本公
司公司細則之條文，董事會年內委任之任何董事須於緊隨彼獲委任後首次股東週年大會
上告退及膺選連任。此外，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董事（或倘人數並非三
或三之倍數時，則為最接近者，但不得多於三分之一的人數）應輪值告退。輪值告退之董
事須為自其上次膺選連任或獲委任以來任期最長之董事。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
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所載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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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2

本公司所有董事（執行主席或副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除外）均須最少每三
年一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重選連任。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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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財務報表。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僱員於年內之忠誠、支持與努力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忠桐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徐應春先生、何樹燦先生、鄺敏恆先生
及Hamed Hassan EL-ABD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許宏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仲賢  
先生、何約翰先生、謝宏中先生及Gene Howard Weiner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