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號碼：39519）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

第I部分 – 季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

1(a) 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本集團收益表連同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上述數字尚未經
審核。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減少）

美元 美元 %

收入 148,293,097 139,454,026 6.34

銷售貨物成本 (134,546,713) (127,815,252) 5.27

毛利 13,746,384 11,638,774 18.11

其他收入 1,336,874 922,361 44.94

銷售及分銷成本 (545,161) (45,089) 1,109.08

行政開支 (4,766,386) (4,704,555) 1.31

經營溢利 9,771,711 7,811,491 25.09

財務費用 (612,122) (509,718) 20.0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之公允值收益 5,870,818 – NM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833,334) – NM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747,498) – NM

除稅前溢利 13,449,575 7,301,773 84.20

所得稅開支 (2,010,662) (2,100,210) (4.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1,438,913 5,201,563 119.91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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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集團年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美元 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40,252 1,187,955

無形資產攤銷 893,484 864,411

存貨減值虧損 153,651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87,63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7,366 27,379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之虧損 4,177 –

1(b)(i) 財務狀況報表（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於一一年 於一零年 於零九年 於一一年 於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363,319 8,253,504 7,845,441 – –
無形資產 226,748 1,852,640 83,673 – –
商譽 1,539,331 1,480,086 1,480,086 – –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 – – – 2,570,694 2,570,69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18,038,554 642,673 –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540,762 2,178,663 2,178,663 – –

30,708,714 14,407,566 11,587,863 2,570,694 2,570,694

流動資產
存貨 11,062,818 6,579,607 3,594,946 – –
應收貿易款項 50,398,808 32,463,514 19,086,865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84,517 13,911,240 3,620,978 31,987 22,211
衍生金融工具 280,669 226,000 285,831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 57,307,259 41,377,779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出售組合資產 – – 1,726,321 – –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 – – 3,005,224 – –
受限制銀行結餘 1,318,972 3,727,328 6,299,692 –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28,763,424 15,686,375 15,706,874 –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215,803 22,419,496 12,479,669 1,849,132 5,915,416

107,825,011 95,013,560 65,806,400 59,188,378 47,31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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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於一一年 於一零年 於零九年 於一一年 於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7,463,873 11,582,526 3,305,326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77,760 1,902,982 2,678,755 229,403 404,986
銀行貸款 3,962,639 6,521,982 4,638,218 – –
其他貸款 – 435,733 – – –
信託收據貸款 7,772,450 7,753,752 8,172,422 –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867,002 1,868,846 3,047,764 – –
應付稅項 1,929,970 1,988,515 346,120 – –
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出售組合
直接相關的負債 – – 1,268,600 – –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款項 – – – – 124,685
34,873,694 32,054,336 23,457,205 229,403 529,671

流動資產淨值 72,951,317 62,959,224 42,349,195 58,958,975 46,785,735

資產淨值 103,660,031 77,366,790 53,937,058 61,529,669 49,356,4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084,590 4,764,590 3,980,590 5,084,590 4,764,590
儲備 98,575,441 72,602,200 49,956,468 56,445,079 44,591,839
權益總額 103,660,031 77,366,790 53,937,058 61,529,669 49,356,429

1(b)(ii)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經重列） （經重列）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11,118,150 2,483,941 14,401,650 2,178,663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經重列） （經重列）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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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319,000美元及結構性存款約666,000美
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銀行，作為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由出租人的租賃資產所有權以
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及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1(c) 現金流量表（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美元 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13,449,575 7,301,773
調整：
財務費用 612,122 509,718
利息收入 (538,323) (346,1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87,637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833,334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747,498 –
存貨減值虧損 153,651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5,870,818) –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之虧損 4,177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收益）╱虧損 (54,669) 59,8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40,252 1,187,955
無形資產攤銷 893,484 864,4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7,366 27,379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出售組合之虧損 – 64,366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310,977

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 11,915,286 9,980,246
存貨增加 (4,564,073) (2,984,661)
應收貿易款項增加 (17,899,607) (13,376,6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7,264,257 (7,772,699)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 5,831,012 8,277,2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179,201) (468,236)

經營所得／（所用）現金 2,367,674 (6,344,799)
已付利息 (612,122) (497,718)
已付所得稅 (2,069,207) (457,815)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13,655) (7,30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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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美元 美元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305,908 346,164

已收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股息 – 885,294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734,336) (1,623,39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 (183,416)

購置無形資產 (91,572) (133,378)

購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7,192,673) (642,673)

購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已付按金 – (4,332,3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6,143 –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
之所得款項 821,294 647,659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出售組合之所得款項 – 457,721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增加）╱減少 (12,287,954) 20,499

受限制銀行結餘減少 2,537,136 2,572,36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636,054) (1,985,55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籌集銀行貸款 2,424,108 7,387,263

償還銀行貸款 (5,199,882) (5,503,499)

籌集其他貸款 – 435,733

償還其他貸款 (457,652) –

償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285,759) (1,178,918)

信託收據貸款增加╱（減少） 18,698 (418,670)

就台灣存託憑證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12,909,768 –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 1,807,508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 16,696,29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8,409,281 19,225,7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8,540,428) 9,939,827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336,735 –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419,496 12,479,669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15,803 22,419,4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215,803 22,41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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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全面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美元 美元

年內溢利 11,438,913 5,201,563

其他全面收益：
解除與下列各項直接有關之外幣換算儲備產生
之重新分類調整：
–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 (103,457) –
–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出售組合 – 64,366
–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 – (340,000)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048,017 –
除稅後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1,944,560 (275,6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383,473 4,925,929

1(e)(i) 列示(i)所有權益變動或(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就
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外幣
股本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儲備基金 權益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3,980,590 28,254,965 1,828,097 18,297,244 1,576,162 53,937,05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75,634) 5,201,563 – 4,925,929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 160,000 1,647,508 – – – 1,807,508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624,000 16,072,295 – – – 16,696,295

轉移與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
的共同控制實體直接有關
的儲備基金 – – – 598,100 (598,100) –

轉入儲備基金 – – – (534,287) 534,287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1,552,463 23,562,620 1,512,349 77,366,79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944,560 11,438,913 – 13,383,473

就台灣存託憑證於台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發行股份 320,000 12,589,768 – – – 12,909,768

轉入儲備基金 – – – (372,909) 372,909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4,590 58,564,536 3,497,023 34,628,624 1,885,258 103,66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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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3,980,590 28,254,965 (404,633) 31,830,92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978,296) (978,296)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 160,000 1,647,508 – 1,807,508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624,000 16,072,295 – 16,696,29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1,382,929) 49,356,42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736,528) (736,528)

就台灣存託憑證於台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發行股份 320,000 12,589,768 – 12,909,768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4,590 58,564,536 (2,119,457) 61,529,669

1(e)(ii) 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行使購股
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
任何其他用途）而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

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
未兌換的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如
有）與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的對比。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公司曾發行40,000,000股普通股，且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本公司曾發行98,000,000股普通股，且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1(e)(iii)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擁有635,573,662股
及595,573,662股每股面值0.008美元之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

1(e)(iv)列示本報告財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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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結束時，本公司並無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
／或動用任何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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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例。

該等數字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所列的數字，已獲得本集團的
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由於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執行上述
程序不構成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閱委聘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
用，因此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不對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3. 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出具核數師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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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第5段所載述者外，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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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
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以及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所呈報的數額發生重大變動，惟通知貸款的分類除外。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更新，並闡明
載有貸款人擁有無條件權利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須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第
69(d)段分類為流動負債，而不論貸款人是否可能會無故行使該權利。該詮釋即時生效，
乃為現有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之澄清。

為符合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更新的規定，本集團須調整其有關載有按要求償還條款
的定期貸款分類的會計政策。根據新政策，載有貸款人擁有無條件權利可隨時要求償還
貸款條款的定期貸款於財務狀況報表中分類為流動負債。有關定期貸款以往乃按協定的
還款期分類，惟本公司於報告日期違反協議所載的任何貸款契諾或在其他方面有理由相
信貸款人會於可見將來行使即時還款條款下的權利者則除外。

新會計政策已透過重列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的期初結餘而獲追溯應用，並據此對於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比較數字作重新分類調整。重新分類並無對所呈列任何期間的
呈報損益、全面收益總額或權益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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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更新的影響 – 財務狀況報表中通知貸款的分類：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增加╱（減少）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35,099 1,538,561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200,000 636,521 1,868,795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35,099) (1,538,561)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200,000) (636,521) (1,868,795)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
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判斷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其營運業
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影響。

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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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本集團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
之任何撥備（以美仙計值）：

(a)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及 1.88 1.01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NA NA

NA：不適用

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能導致出現任何發行在外股份的其他工具，
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普通股之全面攤薄盈利。

7. 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計算，每股普通股
之資產淨值（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按照截至該等日期止期間結束時
已發行股本計算的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以美仙計值）： 16.31 12.99 9.68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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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集團的表現回顧，需涵蓋足以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
討論：
(a)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包括（如適

用）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
(b)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營運資本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139,454,000美元增加約6.34%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48,293,000美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的收入增加約58.00%。
年內，本集團已裁減分銷及推廣分部（該分部為本集團盈利最低的分部）。

銷售貨物成本
銷售貨物成本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127,815,000美元增加約5.27%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
度約134,547,000美元，與收入增幅相若。

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11,639,000美元增加約18.11%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3,746,000美元，而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8.35%上升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9.27%。毛利及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的貢獻增加及利潤率較高
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922,000美元增加約44.94%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337,000美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增加及按新加坡元計值的銀行結
餘的匯兌收益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4,705,000美元增加約1.31%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4,766,000美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成本增加所致。

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45,000美元增加約1,109.08%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545,000美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本集團廣告開支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510,000美元增加約20.09%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612,000美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本集團業務營運增加所致。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確認之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約為5,871,000
美元。該收益主要由於於Yoho King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Yoho King集團」）的股
權的公允值收益合共約5,714,000美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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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由於重新評估本集團的資產組合，故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就本集團的無形資產及可供
出售之金融資產分別作出約833,000美元及約747,000美元的減值虧損。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2,100,000美元減少約4.26%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2,011,000美元。該減少主要由於過往年度稅項撥備不足減少所致。

年內純利
綜合以上所述，年內純利約為11,439,000美元。

資產及負債
下文載列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及負債的主要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8,254,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9,363,000美元，主要由於透過融資租
賃收購一項物業用作行政、銷售及推廣用途。

無形資產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853,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27,000美元，主要由於就二零一一
年財政年度計提攤銷撥備及確認減值虧損。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64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
之金融資產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8,039,000美元，主要由於(i)收購

Yoho King集團的15%（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被攤薄至
約14.66%）股權（有關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
日完成，並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公佈
披露）；(ii)確認Yoho King集團的股權公允值收益約5,714,000
美元；及(iii)就於台灣收購一家台灣上市公司約1%股權作戰
略聯盟用途。

存貨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6,58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1,063,000美元，主要由於組裝分部
業務增加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32,464,000美元增加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0,399,000美元，主要是由於授予
與本集團業務關係良好的現有某些重大客戶更長的還款期所
致。

預付款項、按金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3,911,000美元減少至二零
及其他應收款項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85,000美元，主要由於(i)就上文

所述收購Yoho King集團支付的按金減少；(ii)就上文所述收
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減少；及(iii)結算出售分類
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的所得款項餘額產生的應收款
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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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現金結餘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2,419,000美元減少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4,216,000美元，主要由於下文二
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的主要變動所述理由所
致。

應付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1,58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
及票據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464,000美元，主要由於組裝分

部業務增加所致。

應付稅項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89,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30,000美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在中國支付的稅款所致。

資產淨值 ： 綜合以上所述，資產淨值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77,367 ,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03,660,000美元。

綜合現金流量表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的主要變動：

經營活動 ： 於重新投資營運資本之前，淨現金流入約為11,915,000美
元。然而，現金流出主要由於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和應付貿
易款項及票據增加以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和應
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約9,548,000美元的淨影響，加上
利息及所得稅付款約2,681,000美元所致。由此產生之經營活
動現金流出約為314,000美元。

投資活動 ： 淨現金流出約16,636,000美元，主要由於購置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中之金融資產及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增加所
致。

融資活動 ： 淨現金流入約8,409,000美元，主要由於發行有關於台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台灣存託憑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
本年度淨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及應付融資租賃款項所致。

淨變動 ： 綜合以上所述，本年度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錄得減少淨額
8,54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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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透過新交所網絡在新交所發出的正面盈利預告公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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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論及於下一個報告
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

根據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統計數字，二零一零年，手機的累積全球出貨量約
為13.9億部，較二零零九年增加18.5%，十分接近二零零六年旺季時約22.6%的增長率。
這表明手機行業正逐漸從二零零九年的經濟衰退中復甦。除了經濟復甦外，手機行業快
速增長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用戶對智能手機的需求增加，其新功能促使傳統手機用戶將現
有手機轉為智能手機。二零一零年，全球智能手機的銷量約為302,600,000部，較二零零
九年增加74.4%，佔全年手機總銷量約21.8%。完善的3G設施將進一步推動智能手機市場
的增長。預計二零一一年手機市場的賣點仍然是智能手機。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手機用戶數目達約890,270,000。普遍認為中國於未來
幾年內將繼續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數目的手機市場。事實上，二零零九年就在中國投資230
億美元建設3G網絡，因此，網絡的完善將繼續令用戶增加及刺激對有關服務的需求。截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的3G用戶數量達61,900,000。中國政府預計，
到二零一一年底，有關數字將升至150,000,000。根據ResearchInChina及1diaocha.com聯合
研究顯示，用戶對三種功能有強勁需求，分別是手機上網、電子書及網絡社交，有多項
功能的智能手機能夠滿足用戶的需要。

除了消費者手機市場外，政府部門及企業等其他市場對智能終端的需求亦創造了新機遇。
依靠手機網絡作為其流動數據傳輸主要途徑的「物聯網」概念，為各行業提供了發展更高
效工作流程所需的新技術及新設備。如新華社發佈的《2009-2010中國物聯網發展年度報
告》所預期，預計中國「物聯網」行業的市場規模將於二零一五年攀升至人民幣7,500億元。
手機終端（包括智能手機）將在業內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如何有效滿足不同行業因應
自身產品所產生的需要這一問題將引起同行業間最多的關注。

二零一一年，中國手機行業的挑戰仍令人期待。普遍認為，所有手機製造商於不久將來
的主要趨勢是更具創新、價格更具競爭性，以滿足客戶需求及市場需要（高端及低端）。
於二零一一年，不斷快速發展的智能手機市場將提供眾多機遇，而政府部門及企業的市
場業務潛力不容忽視。創新及價格競爭力乃本集團專注之策略，而本集團於現有產品技
術、智能的應用程式及行業解決方案以及手機操作平台方面持續努力地充實其研發團隊，
務求進一步鞏固其基礎。

本集團將繼續審慎從事其現有業務並推進其開發計劃。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全球經濟及手
機行業的最新發展，並不時於需要時調整其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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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c) 派付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如無宣派╱建議派付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說明。

並無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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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分 –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額外資料
（本部分不適用於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或半年業績）

13. 以在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呈列的形式所呈報的（本集團）業務或地區分部以分
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年度的比較資料。

提供予董事的本集團可申報分部資料如下：

分銷及推廣 解決方案 組裝 綜合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77,524,039 4,773,370 65,995,688 148,293,097

分部溢利 771,650 3,488,174 7,916,622 12,176,446

利息收入 538,323
其他收入（利息收入除外） 798,55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之公允值收益 5,870,81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747,498)
企業行政開支 (4,574,943)
財務費用 (612,122)
所得稅開支 (2,010,662)

年內溢利 11,438,913

折舊及攤銷 833,333 125,496 1,132,922 2,091,751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之虧損 – – – 4,177

存貨減值虧損 – – 153,651 153,651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833,334 – – 833,33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 – – 18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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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推廣 解決方案 組裝 綜合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94,663,732 3,658,744 41,131,550 139,454,026

分部溢利 3,425,034 2,706,129 5,309,529 11,440,692

利息收入 346,164
其他收入（利息收入除外） 576,197
企業行政開支 (4,551,562)
財務費用 (509,718)
所得稅開支 (2,100,210)

年內溢利 5,201,563

折舊及攤銷 833,333 104,866 952,929 1,891,128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
的出售組合之虧損 – – – 64,366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
的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 – 310,977

下文載列地區資料。

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美元 美元

中國（香港除外） 93,588,134 110,871,781
香港 54,704,963 28,582,245

148,293,097 139,454,026

14. 在表現回顧當中，導致業務或地區分部對營業額及盈利所作出之貢獻發生重大變動的因
素。

詳情請參閱上文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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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銷售明細。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 財政年度 增加／
美元 美元 （減少）%

(a) 就上半年呈報的銷售額 63,478,230 54,780,243 15.88

(b) 扣除就上半年呈報的少數股東權益前
的除稅後經營溢利 3,508,668 2,001,362 75.31

(c) 就下半年呈報的銷售額 84,814,867 84,673,783 0.17

(d) 扣除就下半年呈報的少數股東權益前
的除稅後經營溢利 7,930,245 3,200,201 147.80

16. 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其上整個年度的全年股息總額（按美元計）明細。

最近期整個年度 上整個年度
美元 美元

普通 無 無

優先 不適用 不適用

總額： 無 無

17. 利害關係人交易（「利害關係人交易」）
（倘本公司擁有利害關係人交易股東授權，則需填寫以下表格）
（倘並無利害關係人交易股東授權，請註明「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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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日期為 首次公開 於二零零八年 於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零九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一零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一一年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 發售之所得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之章程所披露之項目 款項淨額 使用 之結餘 使用 之結餘 使用 之結餘 使用 之結餘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購置研發3G及CDMA手機

解決方案硬件 3,000 (344) 2,656 (2,500) 156 (156) – – –

收購研發3G手機

解決方案牌照及軟件 1,500 – 1,500 – 1,500 (130) 1,370 – 1,370

購置硬件及軟件

以提升產品開發能力 1,000 (700) 300 – 300 (300) – – –

統慶生產廠房之營運資金 7,500 (7,500) – – – – – – –

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4,654 (4,654) – – – – – – –

總計 17,654 (13,198) 4,456 (2,500) 1,956 (586) 1,370 – 1,370

本公司日期為 首次公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一零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 發售之所得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
之章程所披露之項目 款項淨額 使用 之結餘 使用 之結餘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延攬更多專業人才加入研發團隊，
並改進研發團隊的設備 1,519 – 1,519 – 1,519

投資研究3G技術的應用程式
及解決方案以及手機操作平台 6,762 – 6,762 (86) 6,676

打響「VIM」（或中文名稱「偉恩」）
在中國手機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6,762 – 6,762 (643) 6,119

作營運資本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653 (1,653) – – –

總計 16,696 (1,653) 15,043 (729) 14,31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世仁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一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