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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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0）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告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 2,664,579 2,191,984

銷售成本 (2,370,721) (1,919,231)
    

毛利 293,858 272,75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764 12,327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484) (70,575)
行政開支 (173,886) (164,062)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5,133 (3,697)
融資成本 5 (4,205) (3,28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292) (1,256)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 (240)

    

除稅前溢利 6 51,888 41,966

所得稅開支 7 4,674 (7,124)
    

本年度溢利 56,562 3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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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56,572 34,854

非控股權益 (10) (12)
  

56,562 34,842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6.8港仙 4.2港仙
  

攤薄後 6.8港仙 4.2港仙
  

本年度擬派之股息詳情於本公告附註 8披露。

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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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56,562 34,842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9,562 2,59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66,124 37,432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66,134 37,444

非控股權益 (10) (12)
  

66,124 3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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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述） （已重述）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058 144,105 167,757

商譽 36,420 36,420 38,164

會所債券 705 705 705

無形資產 44,102 46,614 45,30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311 6,154 9,610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的權益 – – 3,143

遞延稅項資產 – 500 7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2,596 234,498 265,381
   

流動資產
存貨 517,263 468,528 412,608

應收貿易賬款 10 519,748 382,566 355,9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3,652 41,212 40,259

可收回稅項 1,282 904 1,30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23,341 614,407 569,292
   

流動資產總值 1,695,286 1,507,617 1,379,44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464,450 448,190 328,1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60,016 135,081 99,775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55,760 177,783 260,571

欠聯營公司款項 62 1,555 2,073

欠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 – 1,639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160 160 160

應付稅項 4,003 8,657 9,429
   

流動負債總額 884,451 771,426 701,804
   

流動資產淨值 810,835 736,191 677,64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23,431 970,689 94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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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述） （已重述）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23,431 970,689 943,021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 – 74

遞延稅項負債 7,000 7,629 9,129
   

非流動負債總額 7,000 7,629 9,203
   

資產淨值 1,016,431 963,060 933,818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000 83,000 83,000

儲備 932,587 879,206 849,952
   

1,015,587 962,206 932,952

非控股權益 844 854 866
   

權益總額 1,016,431 963,060 933,818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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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
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17樓。

本集團於年內主要從事研究及發展、設計、生產及買賣電子控制裝置產品。

2.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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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按港元呈
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以最接近千位數呈列。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報告期間與本公司相同，並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
司之業績自收購日期（即本集團獲得控制權當日）起綜合入賬，並會繼續綜合入賬，直至
有關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
未變現收益及虧損以及股息均於綜合入賬時悉數抵銷。

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綜合基準

附屬公司之虧損歸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虧損結餘。

附屬公司的所有權益出現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情況下）作為一項權益交易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
(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匯兌差額，並確認 (i)已收代價
之公允價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允價值；及 (iii)因而於損益產生之盈餘或虧損。先前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分重新分類至綜合收益表或保留溢利（如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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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前之綜合基準

上述有關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綜合入賬之全部規定已按未來適用法應用。然而，以
下差異於若干情況下以先前之綜合基準結轉：

‧ 本集團產生之虧損歸於非控股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直至結餘減至零為止。任
何進一步之額外虧損歸於本公司，惟非控股權益擁有應付有關虧損具約束力之責
任則除外。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前之虧損並未於非控股權益與本公司股東間重
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按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應佔資產淨值比例就保留投資列賬。
並無重述有關投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若干情
況導致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政策及額外披露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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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集團現金結算

股份付款交易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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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分類

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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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訂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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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內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
已終止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控股權益
的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

對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的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約租期 的修
訂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載有要求
償還條款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有關香港詮釋第 5號所帶來影響於下文進一步闡釋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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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載有要求償還條款定期貸款的分類

該詮釋規定，包含賦予放款人無條件權利隨時要求償還貸款條款之貸款應由借款人於財
務狀況表中悉數分類為流動項目，而不論有否發生違約事件及出現貸款協議訂明之任何
其他條款及到期日。於採納此詮釋前，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乃基於還款到期日，在財務
狀況表中列為非流動負債。於採納此詮釋後，該等銀行貸款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
團已追溯應用有關詮釋，比較金額亦已重新分類。此外，由於此項變動及按香港會計準
則第 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 之規定，該等財務報表亦已載入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

以上變動並無對綜合收益表構成影響。對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概述如下：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 9,336 18,672 28,008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 (9,336) (18,672) (28,008)

本集團之資產淨值並無受到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用途，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成各業務單位，並分為以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
部：

(a)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買賣及分銷樓宇及家居控
制裝置產品；

(b) 電器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買賣及分銷電器控制裝置產品；
及

(c) 工商業控制裝置分部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製造、買賣及分銷工商業控制裝置產
品。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其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
現乃根據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計量之可呈報分部溢利作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之計量方
法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所採用者一致，惟其他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虧
損、應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以及企業及未分配開支則不包括於該計量中。

分部資產不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會所債券、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遞延稅項資產以及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原因為此等資產乃按組別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遞延稅項負債以及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原因
為此等負債乃按組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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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 電器控制裝置 工商業控制裝置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004,492 977,590 1,226,471 935,064 433,616 279,330 2,664,579 2,191,984

        

分部業績 11,333 20,953 25,252 31,170 48,482 32,813 85,067 84,936
      

銀行利息收入 2,857 1,186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9,907 11,14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9,446) (50,517)

融資成本 (4,205) (3,28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292) (1,256) – – – – (2,292) (1,256)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 (240) – – – – – (240)
  

除稅前溢利 51,888 41,966

所得稅開支 4,674 (7,124)
  

本年度溢利 56,562 34,842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40,881 350,930 496,304 413,103 131,679 58,493 968,864 822,52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311 6,154 – – – – 2,311 6,15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36,707 913,435
  

資產總值 1,907,882 1,742,115
  

分部負債 22,290 20,349 19,107 22,209 2,907 689 44,304 43,24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847,147 735,808
  

負債總額 891,451 779,055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59,918 52,405

折舊 35,648 39,90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57 838

遞延開支攤銷 34,169 25,253 6,984 6,094 2,420 3,138 43,573 34,485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5,098 1,132 – – – – 5,098 1,132

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減值 1,551 2,070 – – – – 1,551 2,070

商譽減值 – 1,744 – – – – – 1,744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4,918 6,447 8,153 2,964 1,907 907 14,978 10,318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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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1,213,581 1,030,651

歐洲 1,132,192 889,327

亞洲 301,270 257,905

其他地區 17,536 14,101
  

2,664,579 2,191,984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4,188 7,429

歐洲 2,102 2,295

亞洲 205,601 223,569
  

211,891 233,293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劃分，不包括會所債券及遞延稅項資產。

4. 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後）。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857 1,186

工程費收入 7,475 6,907

處理及測試費收入 850 1,182

銷售物料 808 848

雜項收入 774 2,204
  

12,764 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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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的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 4,202 3,221

 融資租賃 3 63
  

4,205 3,284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35,648 39,905

研發成本：
 遞延開支攤銷 ^ 43,573 34,485

 本年度開支 27,351 16,032
  

70,924 50,5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 257 838

外匯差額淨額 # (12,026) (2,034)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減值 # 1,551 2,070

商譽減值 # – 1,744
  

^ 年內之遞延開支攤銷已計入綜合收益表「行政開支」內。

# 已計入綜合收益表「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內。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沒收可用作扣減未來年度退休金計劃供款的供
款款項（二零一零年：無）。

7. 所得稅開支

於年內，香港利得稅乃就於香港所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零年：
16.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當時適用的
稅率計算。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
得稅法」），企業須按2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對於享有較低優惠稅率
的企業而言，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該等優惠稅率將在五年內逐步調高直至25%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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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4,982 5,71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241) (592)

即期—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 3,714 3,299

遞延 (129) (1,300)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抵免） (4,674) 7,124
  

8. 股息

年內已派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所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二零一零年：
 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所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港元） 14,940 8,300

  

擬派末期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1港元（二零一零年：0.018港元） 25,730 14,940
  

本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告作實。

9.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年度溢利56,57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4,854,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83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普通股830,000,000股）計算。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就攤薄而對所呈列每
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原因為本公司於該兩個年度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
司普通股的平均市價，因此有關購股權對每股普通股之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532,084 389,804

減值 (12,336) (7,238)
  

519,748 38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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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
月。本集團對其客戶及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的信貸控制，以將信貸風險減到最低。
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鑒於上述原因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涉及大量不同
客戶，故信貸風險並無過度集中。應收貿易賬款乃免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並經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89,806 353,712

一至兩個月 20,418 23,302

兩至三個月 4,775 2,283

超過三個月 4,749 3,269
  

519,748 382,566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32,430 431,131

一至兩個月 14,823 6,823

兩至三個月 2,433 1,964

超過三個月 14,764 8,272
  

464,450 448,190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付款期介乎一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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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在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建議於二零一一年十
月十三日（星期四）當日或前後向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本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3.1港仙（「擬派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出席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擬訂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舉行。為釐
定出席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
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概不辦理任何本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尚未登記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務請確保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
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至1716號舖，以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b) 獲擬派末期股息的資格

擬派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為
釐定獲擬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星期五）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有權
獲派擬派末期股息，尚未登記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務請確保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以辦理股份
登記手續。

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擬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星期一）舉行。二零一一年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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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營業額達 2,664,579,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 21.6%。本公司所
有者於本年度的應佔綜合純利為56,57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則為34,854,000港元。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6.8港仙，去年則為4.2港仙。

財務摘要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為2,664,579,000港元，較去年增加21.6%。於本年度，本
集團所有業務分部均錄得銷售收益，主要由於全球經濟復蘇，加上客戶需求增
加所致。

盈利能力及利潤率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綜合純利由 34,854,000港元增加至本年度的 56,572,000港元，
增幅為 62.3%，主要由於營業額增加，加上本集團持續實施嚴格成本監控及改
善營運效率所帶動。儘管如此，本年度的經營環境仍為製造商帶來考驗。隨著
市場需求迅速復蘇，使部分供應出現短缺，導致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及交付時
間延長。生產成本及經常成本持續增加，原因為中國大陸出現通脹且勞工成本
增加，加上人民幣（「人民幣」）升值所致。因此，毛利率由去年 12.4%減至本年度
11.0%。經營開支總額由去年241,618,000港元增至252,442,000港元，主要因營業
額上升及新產品推出市場導致遞延開支攤銷增加所致。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
所得稅抵免淨額4,674,000港元，主要由於調整過往年度所得稅13,241,000港元所
致。

業務回顧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

於本年度，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的銷售額達1,004,492,000港元，佔本集團營
業額約37.7%。此業務分部的銷售額較去年增加2.8%，主要由於本年度美國市
場復蘇，加上新產品成功推出市場所帶動。儘管如此，本年度分部業績有所下
降，分部利潤率減至1.1%，主要原因為原材料價格上漲及勞工成本增加，加上
人民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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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控制裝置業務

本年度電器控制裝置業務的銷售額增長 31.2%至1,226,471,000港元，佔本集團營
業額46.0%，主要因全球經濟持續改善及客戶持續重新訂購若干產品系列，加
上若干其他新產品推出市場後刺激銷售額所致。本年度的電器控制裝置業務
業績下降，分部利潤率為2.1%，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及勞工成本上升，加上人
民幣升值所致。

工商業控制裝置業務

本年度工商業控制裝置業務錄得分部銷售額 433,616,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
55.2%，主要由於需求增加，加上成功推出若干利潤較高的新產品所致。儘管經
營環境面臨考驗，所產生分部利潤率仍相對穩定，維持於11.2%。

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持續改善，市況仍不明朗，製造業之經營環境若干程度上仍然不
穩。由於經濟復蘇期間客戶需求增加及引致通脹，故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現
時預期，中國大陸之勞工工資及其他經營成本持續上升，人民幣亦將持續升
值。此外，電子製造服務業競爭激烈，將繼續對提高定價及利潤率方面構成阻
礙。本集團將繼續藉提升經營效率及生產力，專注於高利潤率訂單，且於適當
時候及競爭壓力許可下將成本上升經調整產品價格轉移，將有關影響減至最
小。本集團現正開展計劃，進軍不斷擴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務求推動來年的業
務增長。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穩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為623,341,000港元，當中大部分以美元或港元計
值，而218,970,000港元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維持於1.9倍的穩健
水平。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為 255,760,000港元，主
要包括一年內應付之銀行貸款及透支。該等借款大部分以美元、港元或歐洲貨
幣計值，所應用利率主要根據浮動利率條款釐定。現金淨額結餘減少69,043,000

港元，主要由於額外資金以應付業務增長所需。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由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135,081,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160,016,000港元，主要由於營業額上升令向客戶收取的訂金及應計開支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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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總額為1,015,587,000港元。
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結餘（即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扣除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總額）為367,581,000港元，故並無適用之資產負債比率。

財資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買賣乃以美元及港元計值，另有較小部分以歐元區貨幣計值。由
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在此方面面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生
產設施的若干製造及營運經常費用乃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就對沖訂立的未動用金融工具。儘管如此，本集團將密切
監控其整體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並採納積極而審慎的措施，以於需要時將有
關風險減至最低。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本年度，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59,918,000港元，用作添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及就開發新產品支付遞延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
未撥備的資本承擔 148,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公司旗下一家附屬公司牽涉與一名第三方之爭議，該第三方指稱該附屬公司
侵犯專利權，就有關爭議金額索償750,000歐元（相當於約8,243,000港元）。相關地
區法庭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判決裁定該附屬公司勝訴，而該第三
方已就該判決向相關較高級區域法庭提出上訴。考慮到本集團律師之意見後，
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對該索償具有效抗辯，因此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並無作出任何撥備。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銀行存款及其他資產，以作
為其銀行融資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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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約4,200名全職僱員。本年度的員工
成本總額為 242,562,000港元。本集團一般根據僱員個人資歷及表現、本集團的
業績及市況每年檢討僱員薪金及工資。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年終雙糧、酌情花
紅、醫療保險、公積金、教育資助及培訓。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
此，本公司可向（其中包括）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旨在獎
勵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人士，並鼓勵僱員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努力
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截至本公告日期，該項購股權計劃有 9,716,000份
購股權仍未行使。

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發行新
股份（包括行使超額配股權所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經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
469,419,000港元。本集團擬將所得款項淨額撥作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
日的本公司招股章程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列的用途。於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6,250,000港元用於策略業務合併及收購；約20,950,000

港元用於擴展分銷網絡；約44,176,000港元用於償還銀行借款及約44,176,000港元
用於一般企業用途，而所得款項淨額的餘額以短期存款形式存放於香港的若
干金融機構及持牌銀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常規，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及
保障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至本公告刊發日
期止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闡述二零一零
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期間對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

的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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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隨着當時之本公司行政總裁歐陽伯康先生辭任，董事會主席
歐陽和先生由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擔任本公司署理行政總裁。本公司隨
後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委任Owyang King博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
裁，自當時起本公司已適當遵守上述守則條文A.2.1。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詳情將載列於本公司本年度的年報企業管治報告
內，該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觀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施維德先生及Steven Julien Feniger先生，及本公司兩名非執行董事甘志超先
生及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本年度的經審核財
務報表，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公佈進一步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的本公司本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
並在聯交所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 (www.computime.com )網站刊載。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於本年度一直對本集團作出的努
力及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歐陽和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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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歐陽和先生（主席）
Owyang King博士（行政總裁）
蔡寶兒女士
 

非執行董事
甘志超先生
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
王俊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觀豪先生
施維德先生
Steven Julien Feniger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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