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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993,673		 3,229,38�
銷售成本  (2,849,309	)	 (3,�39,�89 )    

毛利  144,364		 90,�9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98,738		 74,662
銷售開支  (13,066	)	 (�4,�27 )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8,276	)	 (���,622 )
研究及開發開支  (96,081	)	 (�09,948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9 –		 (23,538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0 –		 (34,445 )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4,443	)	 (2,292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997		 34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3,233		 (�30,770 )
稅項 5 (20,344	)	 (�3,686 )    

期間虧損  (17,111	)	 (�44,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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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97,817		 �,069
 應佔聯營公司換算儲備  227		 �,�28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98,044		 2,�97    

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0,933		 (�42,259 )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648	)	 (�42,636 )
 非控股權益  537		 (�,820 )    

  (17,111	)	 (�44,456 )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9,578		 (�40,606 )
 非控股權益  1,355		 (�,653 )    

  80,933		 (�42,259 )    

每股虧損 8
 基本  （0.25美仙）	 （2.00美仙 ）    

 攤薄  （0.25美仙）	 （2.00美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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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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507,125		 �,722,832
 投資物業 9 –		 30,450
 預付租賃款項 9 116,571		 �35,2�3
 可出售投資  100		 9�
 於聯營公司權益  48,214		 46,8�4
 遞延稅項資產 �� 28,706		 28,732
 購置預付租賃款項的按金  29,463		 28,79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722		 4,�4�    

  1,731,901		 �,997,068    

流動資產
 存貨  660,637		 748,�8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2 1,291,105		 �,647,775
 銀行存款  291,477		 268,0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34,852		 �,356,254    
  3,678,071		 4,020,28�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 �3 451,890		 –    

  4,129,961		 4,020,2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4 1,188,278		 �,40�,�50
 銀行借貸 �5 821,950		 862,2�3
 撥備 �6 25,842		 28,340
 應付稅項  67,430		 75,385    
  2,103,500		 2,367,088

與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相關的負債 �3 38,494		 –    

  2,141,994		 2,36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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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987,967		 �,653,�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19,868		 3,650,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7,977		 286,563
 儲備  3,339,319		 3,260,4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3,627,296		 3,547,027
非控股權益  47,355		 46,000    

權益總額  3,674,651		 3,593,0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8,267		 3,423
 遞延收入 �7 36,950		 53,8��    

  45,217		 57,234    

  3,719,868		 3,6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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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0號「實體之
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報告」進行審閱。無修訂意見之審閱報告已載入將寄發予
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
載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金融工具乃以公平值計量。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此外，於本中
期期間，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有關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的會計政策：

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倘非流動資產及出售組合的賬面值將主要透過銷售交易而非持續使用而收回，則該等資產
分類為持作待售。於出售機會相當高以及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合）於其現行狀況可供即時
銷售的情況下，方視為符合此條件。管理層必須致力達成出售，而該出售應預期由分類日
期起計一年內合資格確認為已完成出售。

當本集團承諾進行涉及失去一間附屬公司控制權的出售計劃時，不論本集團是否將於出售
後保留其前附屬公司的非控股權益，該附屬公司的所有資產及負債於符合上述條件時則分
類為持作待售。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出售組合）按其先前的賬面值及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以較低
者為準）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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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 關聯方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
 第�4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
  披露比較數字的有限豁免

* 前稱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款額及╱或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公平值計量4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3

國際會計準則第�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2

國際會計準則第�9號 僱員福利4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4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4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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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即行政總裁，審閱的內部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類，以向分類分
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的營運按客戶所在地區分為三個營運分類－亞洲、歐洲及美洲。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為客戶提供有關生產手機的製造服務。

按營運及呈報分類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外部銷售）
 亞洲 1,609,423	 �,526,495
 歐洲 593,758	 945,537
 美洲 790,492	 757,349   

總計 2,993,673	 3,229,38�   

分類溢利
 亞洲 101,283	 77,047
 歐洲 23,417	 3�,904
 美洲 36,648	 �4,083   

 161,348	 �23,03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8,688	 27,693
一般及行政開支及研究與開發開支 (224,357	) (22�,570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34,445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23,538 )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4,443	) (2,292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997	 348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33	 (�30,770 )   

本集團亞洲客戶的主要銷售額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分類溢利是指每個分類所賺取的毛利，包括計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的服務收入。此乃
向行政總裁作出報告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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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11,446	 8,937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3,503	 �,743   

  14,949	 �0,680
遞延稅項（附註��）
 －本期間  5,210	 4,223
 －稅率變動  185	 (�,2�7 )   

 	 20,344	 �3,686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錄得或來自香港的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稅項開支主要包括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的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企業
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若干
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於五年內由�8%逐步上調至25%。本年度的適用稅率為24%（二零一零
年：22%）。其他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二零一零年：25%）。

6.	 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存貨（撥回）撇減 	 (4,734	) 6,778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包括於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1,158	 �,486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840,020	 3,�29,476
保用撥備 	 9,289	 9,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7,643	 �42,785
投資物業折舊  798	 979
就應收貿易賬款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3,462	 632
就可出售投資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5�9
銀行利息收入  (12,973	) (8,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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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派發、宣派或建議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無）。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虧損  (17,648	) (�42,636 )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198,833,690	 7,�30,775,584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行使
本公司之購股權，原因為行使該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使兩個期間內每股虧損減少。

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款項的變動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99,4�6,000美元（二零一零年：�68,82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其中29,539,000美元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

期內，本集團並無出售預付租賃款項，而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以賬面值出
售27,660,000美元的預付租賃款項。

此外，本集團出售若干賬面值達�9,406,000美元（二零一零年：�23,076,000美元）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為�8,�33,000美元（二零一零年：�24,4��,000美元），因此錄得出售
虧損�,273,000美元（二零一零年：收益�,335,000美元）。

期內，若干總賬面值達28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7,902,000美元）的樓宇乃按賬面淨值由物
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投資物業均重新分類為
持作待售（詳情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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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事項或情況變動顯示資產的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時，本集團會對物業、廠房及設備作
出減值審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管理層就受本集團搬遷計劃及瞬息萬變之經濟
環境影響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評估可收回金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計算方式為將其
賬面值與經參考物業、廠房及設備預期可產生之估計貼現現金流量而作為其使用價值釐定
及估計之可收回金額進行比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確認減值虧損
23,538,000美元（二零一一年：無）。

10.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該款項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於二零零五年收購奇美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奇美通訊」）76.3%權益所產生的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管理層根據奇美通訊之使用價值來評估其可收回金額，
確定相關商譽已悉數減值。導致現金產生單位減值的主要因素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其
客戶改變業務狀況及策略。

11.	 遞延稅項

下列為於期內已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及其變動︰

	 存貨、
	 應收貿易及
	 其他賬款		 保用		 加速		 稅項		 遞延
	 的備抵		 撥備		稅項折舊		 虧損		 收入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497 ) (2,762 ) (�7 ) (2,8�2 ) (9,3�5 ) (5,�92 ) (29,595 )
期間扣除（計入）損益 8,395  �,526  (36 ) (8,043 ) 8�9  �,562  4,223
稅率變動的影響 (�,770 ) (300 ) 4  898  (460 ) 4��  (�,2�7 )
匯兌調整 (35 ) (2� ) 3  (42 ) �30  95  �3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907 ) (�,557 ) (46 ) (9,999 ) (8,826 ) (3,�24 ) (26,459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5,�26 ) (2,26� ) 3,9�6  (4,376 ) (8,634 ) (8,828 ) (25,309 )
期間扣除（計入）損益 �00  60�  (277 ) 2,690  (93 ) 2,�89  5,2�0
稅率變動的影響 �7  �6  87  (65 ) –  �30  �85
匯兌調整 (93 ) (69 ) 6  (36 ) (250 ) (83 ) (525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5,�02 ) (�,7�3 ) 3,732  (�,787 ) (8,977 ) (6,592 ) (20,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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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呈報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而言，若干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已被對銷。下列為就財務報
告而言的遞延稅項結餘的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資產 (28,706	)	 (28,732 )
遞延稅項負債 8,267	 3,423   

 (20,439	)	 (25,309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對銷未來溢利的未動用稅項虧損為780,887,000美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7,296,000美元）。已就有關虧損約��,499,000美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22,000美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由於無法預測日後溢利
來源，或因未動用稅項虧損將不大可能於屆滿前使用，故本期間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
769,388,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8,274,000美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確
認稅項虧損將於二零一六年前屆滿。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獲利所宣派的股息須繳納
預扣稅。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之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約
809,75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745,000美元）的暫時差額確認任何負
債，原因是由於本集團現時能控制暫時差額的撥回時間，且有關差額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
撥回。

12.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076,454	 �,3�5,083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14,651	 332,692   

 1,291,105	 �,647,775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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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1,054,567	 �,288,809
9�-�80日 7,734	 �8,8�0
�8�-360日 9,565	 3,666
超過360日 4,588	 3,798   

 1,076,454	 �,3�5,083   

13.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出售組合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富華有限公司（「富華」），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太富集
團有限公司（「太富」），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的全
資附屬公司，訂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富華已同意出售而太富已同意收購富士康
精密電子（太原）有限公司（「富士康太原」）的全部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463,274,000
元（相當於約7�,576,000美元），乃參考富士康太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
值人民幣409,352,000元（相當於約63,245,000美元）釐定，並就估值溢價人民幣53,922,000元
（相當於約8,33�,000美元）作出調整，估值溢價乃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就富士康太
原所持土地及樓宇所編製的獨立估值報告得出。於完成日期，富士康太原將以鴻海附屬公
司提供的資金悉數償還公司間之應付款項約人民幣2,444,000,000元（相當於約378,000,000美
元）。富士康太原主要於中國從事手機製造業務。有關交易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通函內。

出售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正式批准。交易其後於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完成。因此，出售組合的資產及直接相關的負債乃重新分類為持作
待售，並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單獨呈列。

預期出售所得款項將超過相關資產及負債的賬面淨值，因此，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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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太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及負債的主要類別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6,�60
投資物業 30,708
預付租賃款項 20,503
存貨 �5,557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0,233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729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總值 45�,89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22,638 )
撥備 (29 )
遞延收入 (�5,827 ) 

與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相關的負債總額 (38,494 ) 

公司間之應付款項 (378,000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富士康太原的資產淨值 35,396
 

14.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854,350  �,066,�62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款 333,928  334,988   

 1,188,278  �,40�,�50   

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835,538	 �,048,599
9�-�80日  12,738	 9,2�3
�8�-360日 	 1,923	 3,52�
超過360日 	 4,151	 4,829   

  854,350	 �,066,�62   



- �4 -

15.	 銀行借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821,950	 862,2�3   

按貨幣劃分的銀行借貸分析：
 美元 821,950	 8�6,470
 歐元 –	 45,743   

 821,950	 862,2�3   

於報告期末的銀行借貸為無抵押、按原到期日為一年以內取得，並以介乎0.65厘至2.68厘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66厘至�.88厘）的固定的年利率計息。

16.	 撥備

	 保用撥備
 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3,533
匯兌調整 �,��4
年內撥備 �2,279
使用撥備 (8,586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340
匯兌調整 47�
期內撥備 9,289
與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相關的撥備（附註�3） (29 )
使用撥備 (�2,229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5,842
 

保用撥備乃指管理層根據以往經驗及業內的次品平均比率，就本集團給予手機產品�2至24
個月保用所須承擔責任的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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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遞延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政府津貼 35,145		 5�,�75
銷售及租回交易 1,805		 2,636   

	 36,950		 53,8��   

授予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政府津貼乃根據相關可折舊資產的可使用年期撥為收入。

18.	 中期期間結束後事項

於報告期間結束後，發生下列事項：

(a) 富士康太原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完成出售。交易詳情載列於附註�3。

(b)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業有限公司（「富泰
宏精密」）及鴻海的全資附屬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鴻富錦精密」）與獨
立第三方（「買方」）訂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集團及鴻富錦精密已同意出售
而買方已同意購買深圳市富泰宏光明房地產有限公司（「光明」）的全部股本權益，現金
代價為人民幣878,750,000元。

 於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之前，富泰宏精密及鴻富錦精密分別持有光明約70.�2%及29.88%
股本權益。就總代價而言，根據富泰宏精密及鴻富錦精密於光明的股本權益，彼等應
分別獲支付人民幣6�6,�80,000元及人民幣262,570,000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正對上述事件的首次入賬及相關財務影響進行評估，並預期於年終
報告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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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2,994百萬美元（二零
一零年：3,229百萬美元），年降幅為7.2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為�8百萬美元，
而去年同期錄得虧損為�43百萬美元。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虧損0.25美仙。

儘管行業進行整合及市場出現變動、競爭日益加劇及全球經濟仍不明朗，本集團仍於二
零一一年首六個月成功減少其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全球手機生態系統仍維持大幅波動並充滿挑戰。全球手機品牌及
其他市場競爭者的市場份額不斷轉變。我們於數年前洞悉智能手機方興未艾的趨勢，迄
今依然為市場主流且對市場帶來更多的衝擊。我們於該領域的投資開始展現更豐碩的成
果，因為我們的相關產品及服務開始為客戶所更廣為接納。我們的設計能力尤獲客戶賞
識，因為我們能協助客戶縮短產品開發週期。由於3G智能手機的軟硬件較為複雜，共同
設計、共同開發及ODM業務仍是本公司與客戶合作的主要領域。

同時，我們持續推動組織整合及資源重新分配，使我們的組織結構更趨精簡，並有助於
我們應對價格競爭的壓力。產能搬遷至中國華北廠區有助於優化我們的團隊部署，消除
部分資源冗餘，這對我們優化成本結構以應對經營環境的挑戰而言尤為重要。今年下半
年，我們將繼續進行該等工作。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435百萬美元。預期現金結餘將可撥付
本集團的營運。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計息對外借款822百萬美元除以總資產5,862
百萬美元的百分比表示，為�4.0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為357百萬美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96百萬美元，當中
的90百萬美元用於本集團位於中國的主要廠區的設施的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開支，
銀行存款增加�7百萬美元，�8百萬美元為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及購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增加7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46百萬美元，主
要因銀行貸款淨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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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

為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積極運用自然對沖手法，透過如管理交易貨幣、提前及延遲付
款以及應收款項管理等非財務方法來管理外匯風險。

此外，本集團或會訂立一般合約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的短期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來自
外幣計值的短期銀行貸款的外匯風險（一般合約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本集團亦會不時
使用多種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7�.2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02.2百萬美
元）。一般而言，資本承擔將由經營所得現金撥付。

資產抵押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已抵押約3.3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3百萬美元）的公司資產，作為本
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

展望

展望未來，隨著行業的各種劇烈變動趨勢及宏觀經濟問題的延續，發展新客戶和專注智
能手機市場仍為我們業務擴展的首要任務。我們認為，拓寬增值產品服務的能力以及研
發能力將成為業內競爭者成功的關鍵。我們堅信，在成本控制、資源整合及智能手機業
務拓展等方面的一系列持續努力將大大提高我們的競爭力，並保持我們的行業領先地
位。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94,490名（二零一零年：��2,549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達272百萬美元（二零一零
年：243百萬美元）。本集團推行全面的薪酬政策，而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有關政策。

本公司分別採納一項股份計劃及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符合上巿規則第十七章
的規定。



- �8 -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
系統，並提名及監察外部核數師，以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非
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成員當中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
則規定之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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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於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均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述之
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條除外（該條文規定董事長與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
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出任）。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條，董事長與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
一人出任。陳偉良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兩職。有鑑於歐洲的經濟前景不明朗情況嚴重及
手機行業基本範式轉變以致嚴重影響所有主要品牌，董事會認為具備豐富經驗的領導人
實屬必要。現時由董事長陳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的安排不僅有助於繼續貫
徹業務計劃及製定業務策略，亦可避免對全球客戶及供應商帶來不必要的混淆及不穩定
性。這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然而，本著良好企業管治的精神，董事會將繼續於
本年度審閱董事長與行政總裁之職務，並在適當情況下，將兩項職務區分，以遵守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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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包含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各自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陳偉良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偉良先生、池育陽先生及李哲生博士，本公
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張邦傑先生、李金明先生及郭曉玲女士，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紹基先生、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