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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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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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L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或「我們」）局謹此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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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
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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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2 637,633  ���,���
銷售成本  (532,743 ) (��0,��� )    

毛利  104,890  ���,��0
其他收入  15,796  ��,���
分銷成本  (100,046 ) (���,��0 )
行政及其他費用  (117,260 ) (��0,���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61,381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96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12 )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129 ) �,���
被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  (� )
融資成本  (8,081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91  ���    

除稅前虧損 3 (43,074 ) (��,��� )
稅項 4 (840 ) ���    

本年度虧損  (43,9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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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288  �,���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作自用
  之租賃物業  1,321  �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1,609  ��,0�0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42,305 ) (��,��� )    

本年度虧損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1,216 ) (��,��� )
 非控股權益  (2,698 ) (�,��0 )    

  (43,914 ) (��,��� )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9,625 ) (�0,��� )
 非控股權益  (2,680 ) (�,��� )    

  (42,305 ) (��,��� )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3.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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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08,442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3,965  ���,���  ���,���
 預付租賃款項  3,653  �,���  ��,���
 產品發展成本  –  –  ��0
 商譽  26,484  ��,���  ��,���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8,176  �,���  �,0��
 可供出售之投資  24,040  ��,0��  ��,0��
 遞延稅項資產  3,943  �,���  �,���      

  478,703  ���,���  ���,���      

流動資產
 存貨  345,183  ���,���  �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 184,138  ���,���  ���,���
 預付租賃款項  121  ���  �,���
 應收聯營公司賬項  3,030  �,0�0  �,���
 可收回稅項  37  ���  �,���
 持作買賣之投資  2,252  ��,���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20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69,168  �0,��0  �0�,���      

  603,949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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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 151,767  ���,���  ���,���
 應付聯營公司賬項  2,809  �,�0�  �,�0�
 衍生金融工具  –  ���  �0
 應付稅項  1,046  �,���  �,���
 貸款  253,332  ���,���  ���,0��
 銀行透支  –  ���  –      

  408,954  ���,���  ���,���      

流動資產淨值  194,995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73,698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5  �0�  �,��0      

資產淨值  673,493  ���,���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0,524  ���,0��  ���,0��
 儲備  524,159  �0�,���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74,683  ���,���  ���,���
非控股權益  (1,190 ) �,���  �0,���      

總權益  673,49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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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政策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及詮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年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告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
  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綜合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本集團有關於本集團附屬公司之擁有權
權益變動之會計政策發生變動。

具體而言，該經修訂準則影響本集團關於本集團於其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不會導致
失去控制權）之會計政策。於過往年度，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明確規定之情況下，於現
有附屬公司之權益增加按收購附屬公司之相同方式處理，並確認商譽或議價購買收益（如適
用）。而對於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之現有附屬公司權益減少，已收取代價與非控股權益之調
整間之差額於損益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有該等增加或
減少均於權益中處理，對商譽或損益並無影響。

當任何交易、事件或其他情況導致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時，該經修訂準則規定本
集團須以賬面值終止確認所有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權益，同時確認已收取代價之公平價
值。任何於該前附屬公司之剩餘權益則於控制權失去當日以公平價值確認。由此產生的差
額計入損益內的收益或虧損。

此等變更已根據相關過渡性條文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開始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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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該經修訂準則已影響本集團於本年度視為出售The Singing Machine Company, Inc.

（「SMC」）部份權益之會計方法。本年度內，SMC向本集團若干僱員發行���,���股股
份。發行股份令本公司持有之股權由��.��%攤薄至��.��%。鑒於非控股權益分佔
SMC之負債淨額，非控股權益於視為出售部份權益後減少�0,000港元。由於該項政
策改變，視為出售部份權益之收益�0,000港元直接於權益而非損益內確認。因此，該
項會計政策改變導致本年度虧損減少��,000港元（與終止確認商譽���,000港元抵銷後）。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亦規定，附屬公司之全面收益及開支總額須歸屬
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這會導致非控股權益產生虧黜。因此，本年度若干附
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分佔全面開支總額�,���,000港元，並導致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非控股權益減少相同金額。

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改變了非控股權益之定義。具體而言，於
該經修訂準則下，非控股權益定義為非直接或間接歸屬於母公司之附屬公司權益。應用該
經修訂準則後，與SMC僱員購股權計劃相關之購股權儲備計入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及綜合權
益變動表之非控股權益項下。此前，該購股權儲備於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
中獨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已於生效日期（於二零一二年四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之前應用。根據此修訂，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投資物
業」以公平價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是假設可透過出售收回，除非此項假設在某些情況下被
駁回。 

為計量有關物業之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本集團採用公平價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
業均假設可透過出售收回，並使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遞延稅
項負債分別減少�,0��,000港元及�,���,000港元，而相應之調整已於其他物業重估儲備（有
關於轉撥至投資物業後重估自用租賃物業之遞延稅項）及累計溢利中確認。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為該等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提撥遞延稅項，然而以往曾就該
等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提撥遞延稅項負債。本集團應用此修訂，令本年度虧損減少
�,���,000港元（經考慮有關實體不再可能變現之稅項虧損之遞延稅項資產之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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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告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告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闡明，
包含給予貸款人隨時收回貸款之無條件權利之條款（「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應由
借款人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詮釋第�號。香港詮釋第�號規定
須追溯應用。

為遵守香港詮釋第�號之規定，本集團已變更劃分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會計政
策。以往，該等定期貸款乃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預定還款日期進行分類。根據香港詮
釋第�號，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乃劃分為流動負債。

因此，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總賬面值為��,���,000港元之銀行貸
款已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該等銀行貸款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全數償還。應用香港詮釋第�號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損益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就
租賃土地之分類作出修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未修訂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
經營租賃並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將租賃土地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本）刪除了該項規定。該等修訂要求租賃土地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列之一般原則分
類，即按租賃資產所有權之所有相關風險及回報是否已大致上轉至承租人為基準。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對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尚未到期
之租賃土地之分類，根據其訂立租約時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經重新評估後，本公司董事
斷定毋須重新分類。

概述上述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上年度業績影響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減少
 （對銷剔除確認商譽���,000港元） 68  –
稅項減少 2,447  �,���   

本年度虧損減少 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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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
影響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  三十一日    三月
 （以往    四月一日  （以往    三十一日
 列賬）  調整  （經重列）  列賬）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 (�,��� ) �,0��  (�,��0 ) (�,��� ) �,���  (�0�)
           

其他物業重估儲備 �,00�  –  �,00�  ��,0��  ��0  ��,���
累計溢利 ���,���  �,0��  ���,���  ��,���  �,���  ��,���           

對股本之總影響 ���,���  �,0��  ���,���  ��,���  �,���  ��,0�0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以往年度本集團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影響如下：

 對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之影響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仙   港仙

調整前數字 (3.38 ) (�.�� )
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而產生之相關調整：
 於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 0.01  – 
 投資物業遞延稅項 0.19  0.��    

調整後數字 (3.18 ) (�.�� )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獨立財務報告�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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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
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增加有關金
融負債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屬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
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特別是，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
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且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付款之債項投
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於其後
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價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特別是，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
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價值變動之金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
呈列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
風險而導致其公平價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價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前應
用）。

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之綜合財務報告中採納，而應用該項新準則或會對本集團可供出售權益性投資之呈報金額
造成影響，該等投資現時按成本減去減值計量，並將於採納該準則後按公平價值計量。此
外，應用該項新準則可能對本集團衍生金融工具之呈報金額造成影響，該等工具之全部公
平價值變動金額現時於損益呈列，並將根據新規定入賬。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並
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針對各經營分部所交付貨品或所提供服務之種類，乃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
營決策者）報告，以供其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業績之用。

本集團業務由兩個分部組成，分別是電子產品（即消費電子影音設備、影像產品、樂器及配
件）設計、製造及銷售以及證券買賣。該等分部乃本集團報告其分類資料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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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按本集團可申報經營分部之收入（即銷售貨品）及業績分析如下：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637,633  –  637,633     

分部業績 (90,594 ) 117  (90,477 )   

利息收益     81
未分配收益     4,858
未分配開支     (10,836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61,381
融資成本     (8,081 )     

除稅前虧損     (43,074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  –  ���,���     

分部業績 (�0�,��� ) �,���  (��,0�� )   

利息收益     ���
未分配收益     �,���
未分配開支     (��,���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
融資成本     (�0,��� )     

除稅前虧損     (��,��� )     

可申報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各經營分部之業績，當
中並未分配總辦事處產生之中央行政成本、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利息收益、可供出
售之投資之股息收益、租金收益及融資成本。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供其分配資源
及評估表現之計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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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按本集團可申報經營分部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766,302  7,690  773,992
未分配公司資產     308,660     

合計總資產     1,082,652     

負債
分部負債 151,767  –  151,767
未分配公司負債     257,392     

合計總負債     409,159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重列）

資產
分部資產 ���,���  ��,���  ���,0�0
未分配公司資產     ���,���     

合計總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  ���  ���,0��
未分配公司負債     ���,��0     

合計總負債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經重列）

資產
分類資產 ���,���  �0,��0  ���,���
未分配公司資產     ���,���     

合計總資產     �,���,���     

負債
分類負債 ���,���  ���  ���,���
未分配公司負債     ���,�0�     

合計總負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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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公司資產主要指投資物業、可供出售之投資、遞延稅項資產、應收聯營公司賬項、
可收回稅項及銀行結存及現金。

未分配公司負債主要指借貸、應付聯營公司賬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

其他分類資料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納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6,678  –  6,678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  (96 ) (96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減少 –  12  12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減少 –  129  129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121  –  1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975  –  39,975
呆賬撥備 1,161  –  1,161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5,890  –  5,890
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680  –  680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0  –  ��,��0
產品發展成本攤銷 ��0  –  ��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  (�,��� ) (�,���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增加 –  (�� ) (��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增加 –  (�,��� ) (�,���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0  –  ��,��0
呆賬撥備 �,00�  –  �,00�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  –  ��,���
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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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但未納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208,442  ���,��0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8,176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61,381  ��,���
利息開支 8,081  �0,���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分佈於北美洲、歐洲、香港（居住地點）、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其他國
家。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及有關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之詳
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515,876  ��0,0��  3,523  �,���  �,���
歐洲 51,072  ���,�0�  –  –  –
加拿大 50,072  �0�,���  –  ���  �0�
中國大陸 –  �,���  143,575  ���,��0  ���,���
日本及韓國 –  ���  –  –  –
香港 9,704  ���  303,622  ���,��0  ���,���
其他國家 10,909  ��,���  –  –  ��         

 637,633  ���,���  450,720  ���,���  ���,0��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之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 �� -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有關年度佔本集團收入總額�0%以上之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68,782  ���,���
客戶B� 157,738  不適用 �

客戶C� 不適用 2 ���,���
客戶D� 不適用 2 �0,���

� 來自銷售電子產品之收入。
� 相關收入並未達到本集團於相關年度收入總額之�0%以上。

3.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之計算已扣除（計入）：

呆賬撥備 1,161  2,005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5,890  11,2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975  47,380
匯兌收益，淨額 (1,119 ) (5,138 )
已確認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計入行政費用內） 6  2
其他應收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680  7,767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8,081  10,69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68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利 –  (2,661 )
利息收益 (81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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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稅項支出（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3 ) (�� )   

 (23 ) (�� )   

其他司法區之稅項
 本年度 1,514  ���
 過往年度少提撥備 45  ��   

 1,559  ���   

遞延稅項 (696 ) (��� )   

 840  (���)
   

香港利得稅以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二零一零年：��.�% ）計算。

於其他司法區產生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股息

董事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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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1,216 ) (��,��� )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1,295,292,468  ���,���,���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乃假設並無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皆因有關行使將導致兩個年度之
每股虧損減少，且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

7.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75,387  ��,��0  ��,���
�� – �0日 9,132  �,�0�  �,00�
�� – �0日 2,707  �,��0  �,���
超過�0日 24,554  ��,00�  �0,���     

 111,780  ��,���  �0�,0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賒賬期介乎�0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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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34,823  ��,���  ��,���
�� – �0日 14,723  ��,���  ��,���
�� – �0日 2,912  �,0��  ��,���
超過�0日 43,682  ��,0��  ��,�0�     

 96,140  ��,���  ��0,���
     

採購貨品之平均賒賬期為�0日。

主席報告書

業績

本集團表現受到其兩大主要市場北美洲及歐洲的消費開支疲弱及經濟復甦步伐緩慢之不
利影響。於本財政年度內，上述地區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本集團之銷售營業額減少
�0�,000,000港元，減幅達��%。

電子生產業務

儘管本集團之視頻系列產品擁有Polaroid之品牌名，但由於在線觀看電影視頻廣受熱捧，
DVD類產品之市場日益萎縮。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四月獲得有關特許權協議時，
已錯失從該協議全面獲得利益之時機，因其時美國大部份銷售已於年初時釐定。本集團
如要奪取競爭對手之市場份額，必須提供數百萬元的減價資金，以清除出競爭對手之產
品。而由於此舉並不能保證未來業務之發展，風險較大，故我們並無向零售客戶支付該
等「入場費」。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本集團開始於美國銷售Polaroid品牌之新系列數碼影像產品。一月
份，本集團之Polaroid相機在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首次亮
相，並因Polaroid之藝術設計師Lady Gaga現身當場而備受關注。儘管相機產品屬高度季
節性產品，但本集團於第一季度之銷售仍錄得良好之增長。

於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在加拿大市場推出卡拉OK及樂器系列產品，且於本財政年度內
錄得亮麗之銷售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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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毛利率與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相若，維持於��%。由於本集團之北美洲及歐洲
客戶面臨經濟復甦步伐緩慢及失業率高企之雙重壓力，本集團認為難以向客戶轉嫁因勞
工及材料成本增加帶來之成本上升。本集團之利潤率亦因人民幣（為本集團製造業務之功
能貨幣）不斷升值導致美元兌人民幣下降而受到影響。

銷售及分銷成本下降��,000,000港元，行政開支亦減少��,000,000港元。分銷成本下降乃
由於改善本集團之物流倉儲運營功能所致。

由於借貸水平較低，故融資成本下降�,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錄得淨虧損��,�00,000港元。

證券買賣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分部溢利���,000港元。

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集團在美國逐步建立起強勁之營銷團隊，以專注Polaroid系列
之DVD、電視機及相機之銷售。本集團對該團隊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取得新訂單之表
現充滿信心。Polaroid即影即有相機銷售暢旺。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在此理念
上增設即時手提式相片打印機及相紙。

儘管DVD市場已萎縮，加上藍光DVD播放機之需求尚無起色，但本集團仍在監察有關趨
勢，並將在有適當跡象顯示時準備就緒。本集團於LCD及LED電視機市場具有競爭力，
並將在未來出售更多電視機及DVD之組合產品，以彌補單獨DVD產品市場之萎縮。
 
本集團之營銷重點為打造數碼影像產品系列，使之達到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銷售營業
額約��%。本集團對Polaroid之技術合作夥伴，及獲得具先進技術之新產品抱有信心。本
集團希望Lady Gaga作為Polaroid之藝術總監所展現出之才華將帶來客戶滿意之新設計。

預期未來華南地區之經營成本將持續增加，本集團將於中國人口較少且富裕程度不高之
地區物色工廠外判產品，作為本集團維持低成本之策略。

近幾個月以來本集團之營業額呈上升趨勢，令本集團倍受鼓舞。倘經濟環境於二零一二
年財政年度並無進一步惡化，本集團對銷售之可持續上升趨勢持審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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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存款為��,000,000港
元，而去年則為�0,000,000港元。

以總借貸對比股東資金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二零一零年：0.��），而本年度之借貸
淨額對比股東資金則為0.��（二零一零年：0.��）。按流動資產對比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比
率由去年度之�.��轉為�.��。

財務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乃以權益及借貸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借貸總額
約為���,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借貸淨額（以借
貸減銀行結餘及現金計算）為���,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000,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大部份以美元及港元為結算單位，故所承受之匯率風險並不重大。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向當時現有股東提呈一項公開發售，以供彼等按每
股0.��港元之價格認購���,0��,0��股新股份，基準為合資格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
三日每持有五股經調整股份獲發四股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籌集資金
約��,���,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為��,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0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及負債，作為一般信貸融資及經紀股票戶口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員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員工共�,���人，其中�,0��人受僱於中國，負責
本集團之製造及分銷業務。

本集團為其員工提供之福利如員工保險、退休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亦提供內
部訓練及外界訓練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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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深信，維持良好、穩健及明
智的企業管治架構，將確保本公司之業務營運符合其股東整體最佳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作為其本身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守則之規定：

�.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發行人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獨立區分，且不應由同一
人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區分須書面清楚列明。劉錫康先生現時出任本公司
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基於目前業務運作情況與本集團之規模，董事局相信，由劉
先生出任本公司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乃可接受及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董事局將定
期檢討這情況。

�. 本公司乃根據私人法一九八九年百慕達升岡國際有限公司法（「一九八九年法」）於百
慕達註冊成立。根據一九八九年法第�(e)節，擔任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毋
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規定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由於本
公司受到一九八九年法之條文約束，公司細則不得作出修訂以全面遵守守則條文第
A.�.�條有關各董事（包括擁有特定委任年期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之規
定。

為加強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劉錫康先生將自願於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上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使本公司可遵守守則之規定，惟其有權並願
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 ��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局匯報。審核
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召開會議，以檢討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
度，以及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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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彼等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規定。

董事局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劉錫康先生，劉錫淇先生﹐劉錫
澳先生和劉翠蓮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韓相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何
厚鏘先生，陳澤仲先生及卓育賢先生。

承董事局命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

劉錫康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