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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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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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765）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以及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及3 150,667 138,607

銷售成本  (132,003) (118,168)
   

毛利  18,664 20,439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4 (791) 454

分銷成本  (5,154) (6,302)

行政費用  (19,752) (12,452)

財務費用  (159) (121)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7,192) 2,018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949 (42)
   

本期間（虧損）溢利  (6,243) 1,97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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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兌換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08 (24)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6,035) 1,952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570) 1,231

 非控股權益  327 745
   

本期間（虧損）溢利  (6,243) 1,976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371) 1,207

 非控股權益  336 745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6,035) 1,952
   

股息 7 6,756 17,938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2.41)仙 0.44仙
   

 攤薄  不適用 0.4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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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39,700 38,567
遞延稅項資產  3,518 2,168
   

  43,218 40,735
   

流動資產
存貨  98,837 57,4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86,839 58,944
預付租金  – 6
應收稅款  273 370
持作買賣之投資  66,431 72,910
衍生財務工具  236 248
抵押銀行存款  4,487 4,8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650 72,487
   

  287,753 267,2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73,738 45,556
衍生財務工具  2,011 3,009
稅項負債  2,756 2,347
銀行貸款  42,383 27,750
   

  120,888 78,662
   

流動資產淨值  166,865 188,5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0,083 229,2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22 827
   

資產淨值  209,361 228,4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614 27,521
儲備  177,370 191,68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203,984 219,203
非控股權益  5,377 9,258
   

總權益  209,361 22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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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或重估值
（倘適用）計算。

採用之會計政策和該等跟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年度報
表一致，惟下述除外。

於現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或以後之會計
期間生效之一系列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
  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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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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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部份）於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生效。該修訂強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現有披露原
則，並增加其他指引以說明應用該等原則的方法，且更著重重大事件及交易的披露原則。額
外規定包括公平值計量變更（倘重大）的披露，及根據最新年報更新相關資料的需要。會計政
策的變更僅導致額外披露。

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現在或過往會計期間已編製及呈報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過往期間調整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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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標準、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投資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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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
量的新要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修訂）加入有關金融
負債及取消確認的規定。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疇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按商業模式持有
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的債務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的合約
現金流量的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
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

－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
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的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
收益呈報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的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的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
融負債信貸風險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目前，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全部公平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
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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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以現有原則為基礎，確定將控制權之概念作為釐定
實體是否應計入母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之因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提供在此情況難以
評估之情況下可協助釐定控制權之額外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透過專注於安排之權利及責任而非其法定形式（按現時
情況）以提供對聯合安排之更現實反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透過要求以單一方法入賬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而處理於呈報聯合安排方面之不一致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為一項就於其他實體（包括聯合安排、聯
營公司、特殊目的工具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之所有形式權益之披露規定之新訂及全面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透過首次提供公平值之精確定義及公平值計量之單一
來源及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使用之披露規定而提升一致性及減低複雜性。該等規定並不擴大
公平值會計之使用，惟提供於其使用已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之其他準則規定或准許之情況
下應如何應用之指引。

上述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等準則須追
溯應用，惟倘實體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則實體將可豁免
遵守重列過往期間比較資料之規定。本集團目前正研究應用上述準則之影響。於刊發該等財
務報表日期無法量化彼等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經修訂）「呈列財務報表－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要求公司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以將可能重新分類至收益表損益部份之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
面收益）內之項目組合。該等修訂亦重申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及損益應呈列為單一報表或兩份
連續報表之現有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並獲准提早應用。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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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類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四個業務分類，分別為：奇趣精品及裝飾品之製造
及銷售、包裝產品之製造及銷售、PVC膠片及塑膠原料貿易，以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營業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8,595 27,954 30,056 74,062 – 150,667
分類間銷售 – 6,856 715 – (7,571) –
      

總收益 18,595 34,810 30,771 74,062 (7,571) 150,667
      

業績
分類業績 (2,914) (1,530) 362 5,489 – 1,407
     

投資虧損      (3,048)
未分攤企業開支      (5,392)
財務費用      (159)
      

除稅前虧損      (7,192)
所得稅抵免      949
      

本期間虧損      (6,243)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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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72,482 61,101 26,520 94,906 255,009
未分攤企業資產     75,962
     

綜合總資產     330,971
     

負債
分類負債 62,902 12,020 6,750 36,131 117,803
未分攤企業負債     3,807
     

綜合總負債     121,610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購置 308 733 3 4,918 5,962
折舊及攤銷 1,121 1,765 20 2,090 4,996
預付租金之解除 – –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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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9,334 28,774 30,885 59,614 – 138,607

分類間銷售 88 8,449 412 – (8,949) –
      

總收益 19,422 37,223 31,297 59,614 (8,949) 138,607
      

業績
分類業績 2,067 (4,501) 583 5,594 – 3,743
     

投資虧損      (1,721)

未分攤企業收入      117

財務費用      (121)
      

除稅前溢利      2,018

所得稅開支      (42)
      

本期間溢利      1,976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63,862 60,305 21,591 77,832 223,590

未分攤企業資產     84,360
     

綜合總資產     307,950
     

負債
分類負債 42,291 6,094 4,167 21,623 74,175

未分攤企業負債     5,314
     

綜合總負債     7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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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PVC膠片及
 裝飾品 包裝產品 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性購置 425 1,006 4 1,745 3,180

折舊及攤銷 1,333 2,510 27 2,313 6,183

預付租金之解除 – – – 37 37

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最大客戶的銷售約港幣55,537,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6,528,000元），乃來自玩具產
品銷售的收益約港幣74,06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9,614,000元）。

3 地區分類
下列為本集團以地區分類之營業額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市場地區劃分之銷售收入：

香港 51,465 53,691

歐洲 22,167 27,261

美洲 24,089 15,984

亞洲（除香港外） 49,859 37,879

其他 3,087 3,792
  

 150,667 138,607
  

下列為以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11,104 191,4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19,867 116,548
  

 330,971 30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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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以資產所在地劃分之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5 7

中國 5,687 3,173
  

 5,692 3,180
  

4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回壞賬 120 165

租金收入 68 28

利息收入 36 32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386 788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已變現虧損 (3,455) (856)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1,968) (5,33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986 3,683

其他 2,036 1,949
  

 (791) 454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折舊 4,996 6,183

預付租金之解除 6 37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虧損 1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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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務費用包括：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505) (835)

 中國企業所得稅 (1) –
  

 (506) (83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455 793
  

 949 (42)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零年：16.5%）之稅率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須付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個年度的稅率均按25%計算。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之
稅率乃按有關司法權現行之稅率計算。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末期，已付：
 二零一零年度每股港幣2.5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度每股港幣6.5仙） 6,756 17,938
  

董事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0仙（二零一零年：港幣1.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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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虧損）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虧損淨額約港幣6,57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1,231,000元溢利）及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72,429,540 279,727,122

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1,767,625 3,915,719
  

計算每股經攤薄後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74,197,165 283,642,84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呈列，原因是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潛在
攤薄普通股股份有反攤薄影響。

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放賬期平均為60天。

以下為於期末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66,225 37,384

61 – 90天 6,172 6,394

91 – 120天 1,800 3,622

超過120天 4,713 4,661
  

 78,910 52,061
  

以上披露之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於本報告期末逾期之金額，該等金額本集團尚未確認為呆賬撥
備，因為信貸質素尚未有重大改變以及該金額仍考慮可被收回。本集團在這些結餘方面並無
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信貸優化，也並不擁有任何合法權利可予對方作出抵銷本集團所擁有之
任何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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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報告期末本集團已逾期尚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10,043 3,723

61 – 90天 824 1,138

91 – 120天 222 19

超過120天 146 37
  

 11,235 4,917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期末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37,928 19,870

61 – 90天 2,082 979

91 – 120天 104 128

超過120天 465 355
  

 40,579 2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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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通過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佈派發之中期股息為每股
港幣1.0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1.0仙），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股東名冊」）之股東，並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前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建議之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益總額約為港幣150,667,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38,607,000

元），即上升約9%，並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6,570,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1,231,000元溢利）。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核心業務之貢獻錄得溢利約港幣1,407,000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3,743,000元），即下跌約62%。下文闡釋各分類之核心業務之詳細表現。

期內之虧損包括投資虧損約港幣3,04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721,000元），
投資虧損之詳情將進一步於下文分析。此外，行政開支顯著增加約59%至約港幣
19,75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2,452,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以股份為基礎之付
款淨增加約港幣5,100,000元（二零一零年：無），其乃因於本期內授出認購股權所
產生。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業務之收益輕微減少約4%至約港幣18,59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19,334,000元），並錄得虧損約港幣2,914,000元（二零一零年：溢利港幣2,067,000

元）。期內，無過往年度酌情花紅過度撥備回撥（二零一零年：港幣1,800,000元）。
面對中國大陸長期增加成本，加上產品之季節性需求因素，本分類再度在今年上
半年度錄得負貢獻。不過，此分類業績在今年下半年當所有船運付運後將可進一
步獲得改善，對此仍持審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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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產品

包裝產品業務之收益亦輕微下跌約3%至港幣27,954,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28,774,000元），並錄得虧損約港幣1,53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501,000元）。期
內，無過往年度酌情花紅過度撥備回撥（二零一零年：港幣1,000,000元）。雖然中國
大陸之生產成本增加仍是問題所在，但由於重置及合併其生產設施，此一分類之
虧損經已收窄。

PVC膠片及塑膠原料

此分類之收益亦輕微下跌約3%至約港幣30,056,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0,885,000

元）及此分類之業績錄得溢利約港幣36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83,000元），即
下跌約38%。此分類業績及收益趨向於穩定，基於策略性目的，本集團之政策維持
此一分類。

玩具產品

此分類之收益增加約24%至約港幣74,06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9,614,000元），
並錄得溢利港幣5,489,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594,000元），即輕微減少約2%。
不過，此繼續為本集團表現最佳之分類。此一分類擁有穩固的客戶基礎，加上有效
之成本控制，穩定的生產效率以及技術，預期今年下半年度此分類表現將可進一
步改善。

投資

為善用手頭上可動用之現金，本集團已投資於香港上市證券及相關衍生工具，包括
但不限於權益相連存款。期內，來自上述交易之投資虧損約為港幣3,048,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1,721,000元），乃因為股票市場波動及全球經濟增長不明朗所致。
該等虧損包括（其中包括）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已變現虧損約港幣3,455,000元（二
零一零年：港幣856,000元）、持作買賣之投資公平值減少約港幣1,968,000元（二零
一零年：港幣5,335,000元）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增加約港幣986,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3,683,000元）。

持作買賣之投資乃持有作短線用途，以賺取所持資產之資本增值。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證券投資之市值約為港幣66,431,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72,9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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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附帶承諾須沽售及購入證券股份之尚未平倉
遠期合約分別約為港幣88,953,000元及港幣92,894,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49,451,000元及港幣11,098,000元）。所有將予出售之上市證券現由本集團
持作買賣用途，並託管於相關財務機構。

本集團投資交易決策之指引詳情載於本公司網站www.perfectech.com.hk。

未來計劃及前景

營商環境、金融市場以及經濟氣候仍然不可預測，乃由於歐洲的潛在信貸風險和
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所致。而人民幣升值進一步增加在中國的生產成本，導致生產
設施位於當地之製造商邊際利潤率進一步下降。不同的措施已經展開，諸如發展
自身之品牌和商標，投放集團產品進入消費市場以及國內市場，並研發充滿創新
意念及技術之新項目。然而，所有這些努力需要時間才可得到豐碩成果。

憑籍手頭可動用之現金，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投資機遇，以強化股東之回報。

一如既往，本集團將繼續其成本控制及改善效率之政策，並預期今年下半年度核心
業務之表現可獲改善，各董事對本公司股東將可享有合理之回報持審慎樂觀態度。

變現能力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長期銀行貸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而短期銀行貸款則約為港幣42,383,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7,750,000元），本集團概無以融資租約持有之機器設備（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零）。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總額除以歸屬於本公司
持有人權益計算）則約為2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

財務費用

本集團之財務費用約為港幣159,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2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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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資產已作為授予本集團孖展貸款額度之抵押：

(i) 賬面值約港幣63,263,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1,935,000元）
之持作買賣投資；及

(ii) 約港幣4,487,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818,000元）之銀行結
餘及現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動用孖展貸款額度。孖展貸款額度乃按浮
動市場利率計息。

資產淨值

以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發行之實際股數266,137,607股計算，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
約港幣0.77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80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約2,400名（二零一零年：2,600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以現時業內之慣例及員工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僱員
採納購股權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買賣主要以港幣及美元結算。鑑於本集團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之
開支以人民幣結算。

由於港幣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並無重大外滙風險，但將會緊密監
察人民幣之趨勢，以決定是否需要有任何行動。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財務工具以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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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曾在聯交所購回其股份，詳情如下：

 每股面值
 港幣0.10元之 每股價格 已付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港幣（元） 港幣（元） 港幣（元）

購回股份之月份
二零一一年四月 4,970,000 0.750 0.710 3,627,135

二零一一年五月 1,500,000 0.760 0.760 1,146,725

二零一一年六月 2,600,000 0.770 0.760 1,996,680
    

 9,070,000   6,770,540
    

除文內披露者之外，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守則。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規定，惟以下之偏差除外。

守則第A.2.1條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亦不應由一人同時履行。

由於本公司並未設行政總裁一職，該職務之一般責任乃由董事總經理所履行。潘少
忠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安排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
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限與權力之平衡。董事會由資歷豐富及能幹之人士所組成，
並定期舉行會議就影響本公司營運之事項進行討論，故董事會之運作可確保權限
與權力之平衡。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將行之有效，令本集團可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
落實決定。董事會對潘先生充滿信心，相信潘先生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對本公
司之業務前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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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
準則（「標準守則」）同樣嚴謹。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就董事買賣證券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守則所載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蔡
永強先生、葉稚雄先生及林日昌先生組成。林日昌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討論審計、內
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本公司現公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就本公司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委員會成員包括蔡永強先生、林日昌先生、葉稚雄先生（委員會主席）、執行董事
潘少忠先生及本公司財務總監袁志偉先生。

委員會受其職權範圍監管，職權範圍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一致。

本公司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潘少忠先生、葉少安先生、徐仁利先生及潘偉
駿博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稚雄先生、林日昌先生及蔡永強先生。

代表董事會
潘少忠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