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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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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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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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333 622,855622,855622,855622,855 663,261 銷售成本  (446,373)(446,373)(446,373)(446,373) (478,275)    _________ __________      毛利  176,482176,482176,482176,482 184,98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17512,17512,17512,175 11,4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48,633)(48,633)(48,633)(48,633) (50,945)  行政支出  (89,694)(89,694)(89,694)(89,694) (86,063) 研究及開發支出  (79,715)(79,715)(79,715)(79,715) (79,961) 其他支出  (1,600)(1,600)(1,600)(1,600) - 融資成本 4444 ---- (2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500)(500)(500)(500) (1,463)    _________ __________      稅前虧損稅前虧損稅前虧損稅前虧損  5555 (31,485)(31,485)(31,485)(31,485) (21,990) 稅項支出  6666 (292)(292)(292)(292) (12,942)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年度虧損本年度虧損本年度虧損本年度虧損   (31,777)(31,777)(31,777)(31,777) (34,932)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88810,88810,88810,888 940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0,889)(20,889)(20,889)(20,889) (33,992)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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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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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應佔溢利/(虧損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1,807)(31,807)(31,807)(31,807) (34,256)  非控制權益  30303030 (676)    _________ __________     (31,777)(31,777)(31,777)(31,777) (34,932)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應佔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175)(21,175)(21,175)(21,175) (33,316)  非控制權益  286286286286 (676)    _________ __________     (20,889)(20,889)(20,889)(20,889) (33,992)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888  基本   ((((2.72.72.72.7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2.9 港仙)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攤薄  ((((2.72.72.72.7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 ) )     (2.9 港仙)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有關股息之詳情載於本公佈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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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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非流動資非流動資非流動資產產產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091101,091101,091101,091 85,581 預付租賃款額  17,08217,08217,08217,082 17,142  遞延開發成本  1,2651,2651,2651,265 3,011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6,67016,67016,67016,670 13,122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投資  38,15338,15338,15338,153 26,094 長期按金  4,9424,9424,9424,942 7,556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179,203179,203179,203179,203 152,506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流動資流動資流動資產產產產    存貨  116,063116,063116,063116,063 125,314 應收貿易賬款 9999 90,42490,42490,42490,424 84,6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0,39150,39150,39150,391 62,819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1,4531,4531,4531,453 2,833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表之投資  8,4508,4508,4508,450 40,654 衍生金融工具   227227227227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3,900163,900163,900163,900 201,343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430,908430,908430,908430,908 517,580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流動負流動負流動負債債債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101010 38,55438,55438,55438,554 83,75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88,20588,20588,20588,205 54,012  應付稅款  9,6449,6449,6449,644 37,692 衍生金融工具   ---- 35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136,403136,403136,403136,403 175,489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值值值值  294,505294,505294,505294,505 342,091    ________ ________  資產淨值  473,708473,708473,708473,708 494,59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股股股股權權權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權權權    已發行股本  119,766119,766119,766119,766 119,766 儲備  350,201350,201350,201350,201 371,376   ________ ________    469,967469,967469,967469,967 491,142 非控制權非控制權非控制權非控制權益益益益  3,7413,7413,7413,741 3,455    ________ ________  股權總額  473,708473,708473,708473,708 494,59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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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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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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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編製。除若干按公平值記入損益表之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此等財務報表均以港元列值，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         2.12.12.12.1 財務政策及披露之改變財務政策及披露之改變財務政策及披露之改變財務政策及披露之改變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內首次採納以下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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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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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份為基礎支付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支付交易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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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呈報－供股權      的分類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 17 號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發行包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持有待售及終止經營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善的       的非流動性資產－計劃出售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  益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五月） 香港詮釋第 4號（於二零零九年  租賃－就香港土地租賃確定租期長短 十二月經修訂） 香港詮釋第 5號   財務報表之呈報－借款人對載有即時償還條款        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二零零九年五月）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6 號之修訂。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已呈列及已編製之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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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此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1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轉移 3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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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遞延稅項：相關資產收回 4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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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修訂本   －詮釋第 14 號最低資金需求預付款 2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1 －詮釋第 19 號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其中載列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的內容並釐清用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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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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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之修訂本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之變動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為完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之全面計劃之第一階段之第一部份。該階段重點為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不再分為四類，而應根據實體管理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同現金流量特徵，於後續期間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此舉旨在改進和簡化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規定之金融資產分類與計量方式。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就金融負債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新增規定（「新增規定」），並將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之現有取消確認原則納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內，因此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計量將透過公平值選擇（「公平值選擇」）計算。就該等公平值選擇負債而言，由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的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必須於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就負債之信貸風險呈列公平值變動，會於損益中產生或擴大會計差異，否則其餘公平值變動金額於損益呈列。然而，新增規定並不涵蓋按公平值選擇納入之貸款承諾及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旨在全面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於全面取代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於對沖會計、終止確認及金融資產之減值方面之指引繼續適用。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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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亦訂明倘若政府相關實體與同一政府或受同一政府所控制、共同控制或發揮重大影響力之實體進行交易，可獲部分豁免關連人士披露。  雖然採納經修訂準則可能引致會計政策之變更，惟本集團目前與政府有關之企業並沒有任何重大交易，因而經修訂準則對關連人士披露並沒有任何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善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採納該等修訂。各準則有獨立過渡性條文。雖然採納若干修訂可能引致會計政策之變動，惟預期該等修訂概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預期對本集團之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之修訂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業務合併：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所消除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不適用於收購日期為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之業務合併之或然代價。  此外，修訂本限制非控制權益於公平價值或於被收購方給非控制權益（即為現行權益持有者及於清盤時享有按比例佔企業之可辨認淨資產）按比例佔可辨認淨資產之計量選擇。除非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要求另外計量基準，其他非控制權益成份於收購日以公平價值計量。  修訂本亦增加澄清對非代替及自願性代替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獎勵之指引。  (b)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呈報：闡明有關權益各成份之其他全面收入分析，可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報。  (c)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所作出之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時（以較早者為準）應用。                                 本集團正就此等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初始採納時的影響作出評估。目前本集團認為此等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令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333....        業務分類資料業務分類資料業務分類資料業務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應收聯營公司賬款及合資夥伴賬款、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未分配總公司資產因此等資產是以集團基礎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附息銀行借貸、應付稅款及未分配總公司負債因此等負債是以集團為基礎管理。  分類間銷售及轉讓是參考銷售與第三者的普遍市場售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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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截至二零一一截至二零一一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掌掌掌掌上上上上    原件設原件設原件設原件設計計計計    企業及企業及企業及企業及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度度度    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    生產產生產產生產產生產產品品品品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總總總總額額額額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分類收分類收分類收分類收入入入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50,900250,900250,900250,900    371,955371,955371,955371,955    ----    622,855622,855622,855622,855     分類業分類業分類業分類業績績績績    (41,911)(41,911)(41,911)(41,911)    9,1409,1409,1409,140    2,6912,6912,6912,691    (30,080)(30,080)(30,080)(30,080) 對賬     利息收入    695 融資成本    (1,60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500)                                                                                                                                     ________  稅前虧損    (31,485)                                                           ________                                                                         ________     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分類資產    197,199197,199197,199197,199    181,105181,105181,105181,105    27,57127,57127,57127,571    405,875405,875405,875405,875    對賬     未分配資產      204,236        ________  總資產      610,111           ________        ________     分類負債分類負債分類負債分類負債    70,65970,65970,65970,659    55,59755,59755,59755,597        503503503503    126,759126,759126,759126,759    對賬     未分配負債      9,644           ________  總負債      136,403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500 500 折舊及攤銷 9,090 6,749 2,053 17,892 資本開支 23,978 5,446 166 29,5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收益，淨額 (502) (834) - (1,336)    存貨撥備 9,934 8,600 - 18,534    產品保證撥備 646 - - 646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減值虧損 ----    ---- 1,600 1,600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 16,670 16,67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資本開支包含增添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遞延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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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掌上 原件設計 企業及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子產品 生產產品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27,229 336,032 - 663,261  分類業績 (33,356) 7,482 3,345 (22,529) 對賬 利息收入    2,026 融資成本    (2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463)                                                                                                                                     ________  稅前虧損    (21,990)                                                        ________                                                                         ________   分類資產 216,439 165,429 57,714 439,582 對賬 未分配資產      230,504        ________  總資產      670,086        ________        ________  分類負債 68,093 69,193  511 137,797 對賬 未分配負債      37,692        ________  總負債      175,489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分類資料：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1,463 1,463 折舊及攤銷 13,841 7,970 3,201 25,012 資本開支 17,026 3,291 305 20,6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虧損/(收益)，淨額 650 (46) (45) 559    存貨撥備 5,419 4,400 - 9,819    產品保證撥備 738 - - 738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 13,122 13,122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資本開支包含增添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遞延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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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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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日本   320,082320,082320,082320,082 318,747      香港   90,70690,70690,70690,706 97,706      台灣    75,88475,88475,88475,884 72,176      北美    50,81450,81450,81450,814 46,593      越南    16,78216,78216,78216,782 37,708      韓國   4,0484,0484,0484,048 36,229      中國   20,49220,49220,49220,492 23,983      其他亞洲國家    11,92511,92511,92511,925 4,668      其他   32,12232,12232,12232,122 25,451    ________ ________ 

    

    622,8622,8622,8622,855555555 663,261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收入資料是根據客戶的所在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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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27,532127,532127,532127,532    109,580      香港   13,00613,00613,00613,006 16,398      其他   512512512512 434    ________ ________ 

    

    141,050141,050141,050141,050    126,41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資料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金融工具除外。     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    
 

 收入來自主要客戶，各佔本集團收入 10%或以上，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掌掌掌掌上上上上 原件設原件設原件設原件設計計計計  

   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 生產產生產產生產產生產產品品品品 總總總總額額額額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客戶甲 ----    106,385106,385106,385106,385    106,385106,385106,385106,385 

 客戶乙 71,46471,46471,46471,464    ----    71,46471,46471,46471,464 

 客戶丙 ----    67,77467,77467,77467,774    67,77467,77467,77467,77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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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掌上 原件設計  

   電子產品 生產產品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 98,024 98,024 

 客戶乙 67,374 - 67,37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4.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以下為融資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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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於 5 年內全數償還之附息銀行借貸利息  ---- 24     _______ _____     _______ _____ 

 

 

5. 稅前虧損稅前虧損稅前虧損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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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427,839427,839427,839427,839 468,456 

 折舊   15,36415,36415,36415,364 21,611 

 預付租賃款額之確認   464464464464 454  
 已攤銷之遞延開發成本    2,0642,0642,0642,064 2,947 

 核數師酬金   1,5501,5501,5501,550 1,515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減值虧損  1,6001,6001,6001,6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之(收益)/虧損，淨額   (1,33(1,33(1,33(1,336)6)6)6) 559 
 存貨撥備   18,53418,53418,53418,534 9,819 
 產品保證撥備   646646646646 738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6.     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     由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零年: 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國家或司法權區按當地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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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夠─香港  176176176176 12,748 
  本年度─其他地區  116116116116 194    ______ _______ 

 

 本年度稅項扣除總額  292292292292 12,942    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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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於1999/2000年至2004/2005年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查。本公司董事認為，經徵求稅務顧問之專業建議後，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增加176,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12,748,000港元)之稅項負債。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務局已完成有關對該等公司的稅務審查並與本集團達成增加稅項負債及稅項罰款之協議。  
7.7.7.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31,807,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34,256,000 港元)及年內己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197,663,029(二零一零年：1,197,663,029) 計算。  (b) 攤薄後之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本公司未行使之優先認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列值金額有反攤薄影響，每股基本虧損並沒有作出調整。  
 

 

9. 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付款期一般介乎 60 至 90天。每個客戶皆有最大信貸額度。本集團務求維持對其未償付之應收款項進行嚴格控制並且使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之餘額。應收貿易賬款不計利息。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以付款到期日及撥備淨額計算而於報告期未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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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60天  74,39474,39474,39474,394    66,633 

 61 至 90天  1,9131,9131,9131,913    7,347 

 超過 90天  14,11714,11714,11714,117    10,637     ________ ________ 

 

    90,42490,42490,42490,424 84,617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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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以付款到期日計算而於報告期未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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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60天  36,24036,24036,24036,240 79,626 

 61 至 90天  109109109109 1,585 

 超過 90天  2,2052,2052,2052,205 2,539    ________ ________ 

 

   38,55438,55438,55438,554 83,75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應付貿易賬款無需支付利息，且一般於 60天結算。 
    
    
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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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星期五）起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有權出席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星期四）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及轉讓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電子辭典 

 

在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相比去年，本 SBU(策略性業務單位)的銷售額及毛利都

有所下跌。由於日圓及人民幣匯價持續升值，本 SBU 正面對因著日圓及人民幣升值帶來的

物料及營運成本上升的挑戰。 

 

全球經濟持續下滑顯著影響消費者消費意慾。本 SBU 的業務表現無可避免受到消費者購買

需求緩慢的影響。隨著結合電子辭典及電子學習應用功能的綜合消費電子產品出現，這亦

影響了本 SBU 業務復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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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八年年底的全球金融風暴起，本 SBU 已調整經營策略，集中發展於經濟下滑時受

影響較少的低中檔次產品。縱使本 SBU 預見該等價格產品的銷售需求有上升趨勢，但對本

SBU 的營利貢獻並不大。 

 

本 SBU 於近年在越南投放了許多市場推廣資源，已於過去兩年錄得重要及正面業務增長。

然而於二零一零年有很多新的競爭對手進入越南市場，價格競爭更趨激烈。 

 

原件設計生產(“ODM”) 

 

緊承上一財政年度，本 SBU 在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業務漸見復甦，毛利的增長

令人滿意。然而，由於本 SBU 在下半財政年度的生產產品組合改變，本 SBU 的營業額及

毛利增長放緩，尤其是於去年銷往美國市場銷售迅速增長的電子書閱讀器，由於在多項普

及的標準平台包括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均附有電子書閱讀器功能，引致其銷售額正面對突

如其來下跌及惡性競爭的局面，電子書閱讀器的銷售價亦需向下調整。 

 

由於與日本重要客戶緊密合作，電子文書產品線是本 SBU其中一項主要持續增長的業務。

其中一項產品於二零一零年中在日本推出市場的數碼名片閱讀器為市場接受，並於二零一

零/二零一一年下半財政年度錄得穩定的銷售增長。該產品的特點是利用內置 CMOS (互補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感光鏡頭捕捉及儲存名片影像至圖像，並利用裝置的 OCR(光學文字

識別)軟件自動產生文檔檔案。 

 

附設 3G數據傳輸功能及適用於即時導航資訊服務的 WND (無線導航裝置) 已於二零一零/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中在日本推出市場。該裝置配合於一日本主要導航服務供應商的客戶

提供獨特的增值服務將在當地引起新一輪的需求。 

 

個人通訊產品 

 

本 SBU 在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銷售額較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稍為下

降，經營表現比上一財政年度有所改善，主要是毛利率較高的 POSPDA(無線銷售點系統

終端機)業務銷售額上升而毛利率較低的 ODM 業務銷售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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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OSPDA 業務方面，產品已開始為客戶接受，訂單有穩定的增長，而下半財政年度接到

新客戶的訂單，令增長較明顯。為進一步拓展市場，本 SBU 亦開發了新一系列的 POSPDA

產品，產品可以推廣至不同的行業。至於 ODM 業務，由於其中一個主要客戶在歐洲及美 

洲的市場銷售未如理想，令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 ODM 業務銷售額下降，但本

SBU 開發了一些新項目，可望對未來 ODM 業務有所貢獻。此外，本 SBU 亦利用過往

GPS(全球衞星定位系統)產品的技術及經驗開發用於行業及個人護理的 Tracking Product(有

關導向追蹤功能的產品)，希望可以成為本 SBU新的產品線。 

 

總結二零一零/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雖然銷售額下降，但 POSPDA 業務的增長、新的 ODM

項目及新產品線的規劃，希望可以為未來帶來較好的業績。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電子辭典 

 

縱使亞洲市場有經濟復甦的跡象，消費者信心仍然疲弱。面對反覆無常的市場環境及不斷

變化的需求，本 SBU 將密切留意市場發展，並採取適當之產品及市場策略。 

 

本 SBU 將會繼續不懈地增強其營運效率，控制產品開發及物料成本，致力維持合理的毛利

率，以減少對毛利率的影響。同時，本 SBU 亦會增加物料供應來源及繼續觀察物料供應鏈

及調整採購策略，以減少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在日本發生的地震及海嘯後帶來的影響。 

 

同時，本 SBU 將繼續擴闊不同市場的客戶群，在不同產品線及服務領域尋求更多商機。為

減少綜合消費電子產品出現對營業額帶來的影響，本 SBU 將探討電子學習業務的機會，引

入全新電子學習平台及加強產品在產品設計的獨特性、特別針對學生及年輕行政人員的學

習內容及應用。 

 

原件設計生產 

 

本 SBU 預計由於多位日本客戶的業務平穩增長、日本附屬公司與客戶緊密聯繫並暸解客戶

需求，加上配合我們的科研技術、在香港及中國的生產能力，我們的業務將繼續平穩增長。

然而，過於依賴日本市場將為本 SBU 帶來一定的風險。由於二零一一年三月發生的自然災

害後日本的消費及行業市場衰弱，本 SBU 在日本的業務增長在來年將受到衝擊。 

 

本 SBU 將繼續為日本市場研發新的電子文書產品及創新消費產品。該等產品的產品設計及

研發將繼續進行，並預計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推出市場。至於其他項目則在商

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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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SBU 正為另一日本主要無線銷售點系統手掌終端機業務的客戶研發一全新原件設計生

產手掌終端產品，預計於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付運。鑑於該無線連線的

獨特性，我們的最新手掌終端產品將可幫助減低於零售商店及餐廳裝置無線系統的成本。

因此，該業務可錄得穩步增長將會是預料之內。 

 

有關為日本新客戶研發通過互聯網進行實況視頻直播的項目已經開展，將於二零一一年推

出市場。 

 

本 SBU明白設計的品質、生產及顧客服務在日本市場的重要性。與本 SBU繼續集中發展

日本市場的持續策略，在人力資源、配置安排及控制系統方面提升質量將會是重點。 

 

個人通訊產品 

 

在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POSPDA 業務將會持續增長，而 ODM 業務的新項目會令

銷售額有所改善，加上 Tracking Product 的新產品線，將有新產品推出市場，本 SBU 在二

零一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的銷售額可望有增長。 

 

POSPDA 業務重點在於開發新市場和新行業，美洲和東南亞是重點開發的市場。而在物流

及零售行業找到新客戶亦對 POSPDA 業務進一步擴展非常重要。ODM 業務在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的增長主要來自 M2M(Machine-to-Machine)通訊產品及通訊模塊等項

目。至於 Tracking Product 本 SBU 需要在不同的領域尋找合作伙伴，令產品可與服務配合

才能取得優勢。 

 

發展行業通訊產品及 ODM 業務是本 SBU既定方向，要取得成功必須要有高質素的產品和

專業的技術支持及售後服務。本 SBU 會將提高產品質量及服務水平作為二零一一/二零一

二年財政年度的重點。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總額為 163,899,986

港元，相比十二個月前減少了 37,442,854 港元，亦即 19%。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總銀行借貸除以股東權益總數為 0%。

期內的利息支出為 0 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或然負債之金額 4,89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4,907,618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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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財務管理政策外匯及財務管理政策外匯及財務管理政策外匯及財務管理政策 

 

本集團的大部份商業交易、資產及負債，皆以港元、日圓、美元或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一

向採納謹慎的財務政策，小心控制外匯風險，於過去十二個月內，本集團透過訂立對沖遠

期合約控制來自人民幣升值之風險。本集團沒有進行任何利率或外匯的投機活動。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聘有223名僱員（二零一零年：244名），於中
國聘有2,105名僱員（二零一零年：2,360名）及於日本聘有12名僱員（二零一零年：13名），
相比去年同期數字，三地區分別減少約9%、11%及8%。除薪酬及一般員工福利例如有薪
年假、醫療保險及公積金外，本集團亦為執行董事及高級職員提供股份獎勵計劃。  
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銀行致謝，多謝他們多年來對本集團的支

持，亦感謝各員工過去之辛勤工作及為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現時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容永祺先生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

何國成先生及王幹文先生。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審核委員會已

舉行過四次會議，出席率達 100%，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內部監控系統

及財務匯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 

 

審核委員會對提升本公司公司管治作出正面貢獻。 

    
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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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

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條款，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所有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要

求。 

 
 承董事會命 
 權智權智權智權智（（（（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主 席  

 譚 偉 豪 博 士譚 偉 豪 博 士譚 偉 豪 博 士譚 偉 豪 博 士 太 平 紳 士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 本 公 佈 日 ， 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譚 偉 豪 博 士 太 平 紳 士、 譚 偉 棠 先 生 、 譚 梅 嘉 慧 女 士 、 大 谷 和廣 先 生、李 冠 雄 先 生、霍 定 洋 博 士 及 陸 翠 容 女 士；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容 永 祺 先 生 榮 譽 勳 章 ，太 平 紳 士、何 國 成 先 生 及 王 幹 文 先 生 。   
網址： http://www.gs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