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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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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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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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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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對其準確性或完對其準確性或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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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全年業績公告全年業績公告全年業績公告 

 
大昌微綫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442,395 348,192 
 銷售成本  (387,188) (302,074)    _________ ________ 
毛利  55,207 46,118 

  
 其它收入及收益  10,508 7,95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415) (16,504) 
行政開支  (29,446) (30,277) 
其它開支  (3,669) (1,614)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 8 - (65,000) 
公平值溢利/(虧損)之淨額 :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其它財務資產  13,436 14,246 
衍生性金融工具  (3,624) 12,012 

 融資成本 5      (1,546)     (2,096) 
 分攤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955) -    _________ 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 20,496 (35,159) 
所得稅抵扣/(開支) 6   (3,800)   10,895    _________ ________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6,696 (24,26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歸屬本公司擁有人  16,696 (24,26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 僅供識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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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 (續續續續)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之每股溢利之每股溢利之每股溢利之每股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7 
 

- 基本及攤薄後 3.48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5.05)港仙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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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6,696 (24,264) 

 
其它全面收益其它全面收益其它全面收益其它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7,410 5,456     _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後全年其它全面除稅後全年其它全面除稅後全年其它全面除稅後全年其它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27,410 5,456 

   __________ _________  

 
 歸屬公司擁有人之全年全面收益歸屬公司擁有人之全年全面收益歸屬公司擁有人之全年全面收益歸屬公司擁有人之全年全面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4,106 (18,808)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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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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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41,259 249,796 
土地租賃預付款  14,487 14,168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513    2,806 
遞延稅項資產  2,300 5,800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51,295 -    _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值      309,854  272,570 

    _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3,992 30,17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64,929 71,384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其它財務資產  27,558 59,328 
衍生性金融工具  24 3,415 
其它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18,600 8,791 
可收回稅項  211 67 
有抵押銀行結餘  23,750 43,2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7,720     111,374    _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值     336,784   327,756    _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3,056 50,525 
其它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8,287 29,853 
衍生性金融工具  922 299 
附息銀行及其它借貸  82,438 88,230    _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值   154,703      168,907    _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82,081     158,849    _________ ________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1,935 431,419    _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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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續續續續)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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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它借貸  16,608 1,998 
 遞延稅項負債      2,000      200    _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值        18,608      2,198    _________ ________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473,327 429,221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歸屬歸屬歸屬歸屬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48,024 48,024 
儲備  425,303 381,197    _________ 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總值總值總值總值  473,327 429,221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 6 - 

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綜合財務報告附註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1.1.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當中亦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而編製。財務報告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

製，惟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賬之其它財務資產及衍生性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此財務

報告以港幣（「港幣」）呈列，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千位數。 

 

除本集團因採納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詳情見下附

註2)，製訂此財務報告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製訂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經審核之財務報告相同。  

 

 

2.2.2.2.    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報告已首次採納以下新制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以股份支付為 

基礎之支出」 －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

支付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列報－ 

供股的分類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 －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包括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列為持有作可供

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計

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詮釋第四號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

賃之期限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告之列報 － 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

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此財務報告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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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和披露之變動    ((((續續續續)))) 
 本集團在編制此財務報告時尚未採納下列已發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制訂和經修訂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無需按照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

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

納者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披

露 － 轉讓財務資產」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

第 14號最低資金預付款項之要求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1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當中載列

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條文及釐清措辭。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3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香港財務準則第 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3 號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各準則有其獨立過渡條文。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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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經營分部資料收入及經營分部資料收入及經營分部資料收入及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綫路板。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於本年度內並無變更。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本年度扣除退貨及折扣後銷貨之發票淨值。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製造及銷售綫路板之須報告分類。收入及經營業績為向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決定及評估表現之兩項主要指標。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aaa))))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  290,921 217,080 
 香港(居住地)  69,598 54,316 
 日本  46,607 50,692 

  歐洲  19,237 10,218 
 其他國家       16,032        15,886    _________ ________ 

  442,395 348,192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上述收入資料以客戶所處地區劃分。 

 
((((bbbb))))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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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居住地)  657 997 
  中國大陸       306,897 265,793    _________ ________   
  307,554 266,770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且並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

產。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本集團銷售綫路板予本公司一位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力之主要股東－大昌電子株式會社

之一間附屬公司的收入大約為港幣 46,593,00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 50,65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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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廢料之收益  (6,184) (2,831) 

銀行利息收入  (1,581) (1,172) 
投資收入  - (426) 
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2,101) (2,32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5) (74) 
出售存貨之成本  386,478 306,641 
過時存貨撥備/(撥回)  710 (4,567) 
折舊  38,124 46,954 
匯兌差額，淨額  3,318 432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5.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於：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546 2,080 
   應付融資租約及租購合同  - 16    _________ ________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  
   之利息費用總額  1,546 2,096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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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本年內，由於本集團擁有結轉自過往年度之可用稅項虧損以抵扣年內產生之應課稅溢

利，故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零年：無)。由於本集團擁有結轉自過往年度之

可用稅項虧損以抵扣年內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未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利得稅

作出撥備(二零一零年：無)。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 – 中國大陸 
    年內支出  - - 

往年多計回撥  (1,500) - 
  遞延   5,300 (10,895)    _________ ________ 
 年內稅務開支/(抵扣)總額  3,800 (10,895)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7. 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之每股溢利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之每股溢利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之每股溢利歸屬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之每股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基 本 及 攤 薄 後 之每股 溢 利 /(虧 損 )之 計 算 乃根據 年內歸 屬 本 公 司普通股 股權

持有 人 之 溢 利 /(虧 損 )及 年內已 發 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 均 數 。  

 

由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沒有 發 行 股份期

權， 所 以沒有潛在攤 薄影響的普通股 ， 因 而無需對該等 年 度 的 基 本每股 溢

利 /(虧 損 )作出調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虧損) 
  歸屬本 公 司普 通 股 股權 持有 人 之 

  溢利/( 虧 損 )，用作計算基本及攤薄後 
  之每股溢利/(虧 損 )  16,696 (24,26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用作計算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溢利/(虧 損 )  
  於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80,243,785 480,243,78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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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機器及設備減值機器及設備減值機器及設備減值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對比獨立專業估值師報告中之公平值減銷售

成本及使用價值較高者以估計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現金產生單位包括生產綫路

板的設施，由土地使用權、樓宇、租賃物業裝修、機器及設備、傢俬及裝置、汽車及電

腦組成。 

  

 董事總結認為就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機器及設備確認港幣六千五百萬元之減

值損失乃屬恰當。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需確認額外減值準備。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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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60,166 74,064 
減值    (2,680) (2,680)    _________ ________   

  57,486 71,384 
應收票據  7,443 -    _________ ________ 

  64,929 71,38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除了新客戶一般須提前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主要採用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

一般為兩個月。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其尚未清償應收賬款維持嚴格控制

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經常檢討逾期未付之結餘。於結算日，本集團有若干

信貸風險集中之情況。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於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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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一個月內  46,663 68,068 
一至二個月內  5,349 1,572 
二至三個月內  778 674 
三個月以上      7,376       3,750    _________ ________ 

  60,166 74,064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內包含一位應收賬款源自綫路板貿易的關連人士(本公司一位主

要股東名下附屬公司)之款項，金額為港幣 7,248,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 8,905,000
元)，並根據授予該關連人士之信貸條款清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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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計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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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一個月內  39,344 45,218 
一至二個月內  1,899 3,521 
二至三個月內  161 231 
三個月以上        1,652        1,555    _________ ________   

  43,056 50,525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按 90天之賒賬期付款。 

 
11.11.11.11.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下列資本支出承擔：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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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支出承擔 

已簽訂合約但未入賬    

關於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                   ----            9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12.12.12.12.    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本集團以代價200,010,000日元（約相當於港幣19,000,000元）

 收購大昌電子株式會社(於日本註冊成立之私營公司，其主要業務為生產高精密綫路板

 及本公司其中一位主要股東)全部已發行股本之9.57%。 該收購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

 日以現金支付。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之交易。有關收購之詳情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之公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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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之討論及分析管理階層之討論及分析管理階層之討論及分析管理階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業務回業務回業務回顧顧顧顧    

本集團本年度的收入約為港幣四億四千二百萬元，比上年度增加 27%。本集團的綫路板 

(「綫路板」) 之銷售訂單增加主要是由於策略性計劃的實施以擴大客戶基礎及滿足客戶的

需求。本集團本年度的非高密度互連 (「高密度互連」) 綫路板及高密度互連綫路板平均

銷售價比對上年度分別增加 2.5%及減少 4.3%。本集團本年度的除稅後溢利約為港幣一千七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淨虧損約港幣二千四百萬元。上年度之

淨虧損主要因為上年度之一次性機器及設備減值損失港幣六千五百萬元。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上年度 13.2%減至本年度 12.5%。除人民幣持續升值外，本集團本年度部

份主要原材料如敷銅板及貴金屬之平均採購價與上年度比較大幅上升。由於本年度綫路板

產量增加，本集團本年度的毛利率只是減少 0.7個百分點。 

 

此外，由於從二零一零年四月起香港股票市場有増長(縱使比對上年度之幅度較少)，本集

團本年度之上市股本投資、股本合約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出現公平值溢利約港幣一千萬元。 

 

財務回財務回財務回財務回顧顧顧顧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付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的總額除

以股本總額)為 21%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1%)。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分別為 2.18 倍及 1.94 倍。本集團的綫路板運作在本

年度產生約港幣七千五百萬元之淨現金流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付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的總結欠為港幣 99,046,000 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90,228,000 元)，當中港幣 82,438,000 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 港幣 88,230,000 元) 需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有關借貸均以港幣、美元或人民

幣為結算單位、及以浮動息率計算利息。除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貸合共港

幣 74,134,000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77,081,000 元) 於一年內償還，其餘的有

關借貸原訂於三年期內償還。本集團因應上述三年期借貸採用利率對沖工具來對沖利率風

險。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為約港幣 47,659,000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 零) 之土地及樓宇用作有關付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抵押品。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提供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港幣三億五千二百萬

元，而當中已動用之信貸額為港幣九千九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港幣一億五千八

百萬元。因此，本集團能夠以內部資源及可用的銀行信貸支援本集團的運作。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大部份均以港幣、美元或人民幣為結算

單位。由於香港現時美元對港幣之匯率相對性穩定，故此本集團並無對以美元為結算單位

的資產或負債採用任何外匯對沖工具。然而，本集團於本年度內利用外匯遠期合約來減輕

因為預期人民幣升值導致以人民幣支付之營運支出增加成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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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僱員福利僱員福利僱員福利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董事在內共有僱員 1,243 人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 1,190 人) ，而大部份僱員皆在中國大陸工作。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包括董事酬金在內的總員工成本為港幣 54,302,000 元 (二零一零年: 港幣 43,526,000

元) 。本年度員工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最低工資水平增加約 20%。 

 

根據本集團的員工報酬政策，所有僱員的報酬會參考其工作表現及職責以及現行市場情況

而不時釐定。 

 

本公司設立一項股份期權計劃 (「該計劃」) ，藉以鼓勵合資格參予者盡其所能，達成本

公司之目標，並同時讓合資格參予者享受彼等之努力及貢獻為本公司帶來之成果。該計劃

之合資格參予者包括 (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或聯營公司之任何全職僱員；(ii) 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或聯營公司之任何董事(無論是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

(i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或聯營公司延聘之任何諮詢人、技術、財務、法律或其他專業顧

問，惟本公司之董事會或已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決定有關人士是否屬於上述類

別。該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效，並除非另被註銷或經修訂，將由該日起計十

年內一直有效。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在中國大陸的電子通訊服務提供者在若干城市已開始提供第三代電子通訊服務。雖然第三

代電子通訊服務仍需一段時間才能普及，但一般預期更多第三代流動電話快將在中國大陸

推出，因而刺激高密度互連綫路板的需求。由於本集團過往銷售高密度互連綫路板予世界

知名的電子通訊產品客戶及中國大陸的流動電話原創設計生產商皆有優秀的往績記錄，故

本集團將可因而受惠。 

 

本集團認知若干重大的經濟議題例如環球通貨膨脹壓力及人民幣持續升值等可能影響本集

團的經營環境，並已採用多種方法以減輕有關影響。雖然前路可能充滿挑戰，但本集團健

康的財務狀況及擁有製造精密綫路板充足的經驗配合下已做好準備可協助本集團面對挑

戰。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本集團收購大昌電子株式會社 (「大昌電子」)  (日本其中一間

生產高度精密綫路板的頂尖生產商及本公司其中一位主要股東)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9.57%。

根據 N.T. Information Ltd. （一家為世界各地綫路板生產商提供顧問服務之綫路板業先驅）

之報告，於二零零九年，大昌電子以生產值計算位列全球第五十六位綫路板供應商。大昌

電子不僅擁有先進設備，亦具備為國際知名客戶生產汽車組件綫路板、高密度互連綫路板

及集成電路載板所需之豐富技術知識及經驗。本集團認為，收購將進一步提升大昌電子與

本集團之合作關係，並對本集團日後作為高精密綫路板生產商之發展帶來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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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除以下有所偏差外，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主席與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    

根據守則條文 A.2.1 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訂明。 

 

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現時由陳錫明先生同時兼任該兩個職銜。董事會相信，

由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對計劃長遠策略及執行業務

策劃更有效益和效率。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員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故可確保有關權力及職能充分平衡，不會受損害。 

    

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    

根據守則條文 A.4.1 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需接受重選。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有關條文輪值退任及

重選。 

    

董事的重選董事的重選董事的重選董事的重選    

根據守則條文 A.4.2 條，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本公司需受制於名為「一九九零年壽幸科研集團有限公司法令」之私人法令，該法令為本

公司成立時前稱壽幸科研集團有限公司之法令，該法令訂明本公司主席不需按照本公司之

公司細則輪流退任。為遵守公司管治常規，本公司現時主席陳錫明先生同意自願最少每三

年退任一次。 

    

購回購回購回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在本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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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報告審閱財務報告審閱財務報告審閱財務報告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

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並同意當中採

納之所有會計處理。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

認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證券交易之標準。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    

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公佈之初步業績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安永」)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初步之綜合財務報告一致，安永之工作並不構成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証聘用準則而進行的

核証聘用，因此安永不會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証。 

 

刊登年報刊登年報刊登年報刊登年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有關年

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並於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irasia.com/listco/hk/daisho」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陳錫明陳錫明陳錫明陳錫明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錫明 (主席及行政總裁) 柏木紘宇 

津村元史 陳育棠 

佐佐木弘人 李志光 

菊地弘之 

歐陽偉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