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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948) 

（（（（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D5N）））） 

網址：http://www.z-obee.com 

 

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第月三十日止期間第月三十日止期間第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二二二二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披露規定作出。本公

佈原本以英文編製，倘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不相符，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該等隨附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相關規定編製，

而該等隨附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非完整全文）所載的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但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

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Z-Obe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世仁王世仁王世仁王世仁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世仁先生、王濤女士及呂尚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德
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Chan Kam Loon先生、郭燕軍先生、勞恆晃先生及Tham 

Wan Loong Jerome先生。 

 

 



 

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號碼公司註冊號碼公司註冊號碼公司註冊號碼：：：：39519））））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二二二二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 

 
第第第第 I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季度季度季度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 

 
1(a) 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及截至二零一

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的本集團收益表連同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上述數字尚未經審

核。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增長增長增長增長／／／／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增長增長增長增長／／／／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 

收入 29,501,038 32,569,133 (9.42) 56,418,957 63,478,230 (11.12) 

銷售貨物成本 (27,502,616) (29,261,810) (6.01) (53,493,529) (56,928,982) (6.03)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998,422 3,307,323 (39.58) 2,925,428 6,549,248 (55.33) 

       

其他收入 2,293,853 127,453 1699.76 2,581,165 179,049 1341.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2,775) (58,001) (9.01) (101,157) (68,383) 47.93 

行政開支 (1,135,710) (1,227,768) (7.50) (1,861,050) (2,789,180) (33.28)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3,103,790 2,149,007 44.43 3,544,386 3,870,734 (8.43) 

       

財務費用 (146,996) (157,792) (6.84) (293,462) (301,239) (2.5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

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收益 

 

 

(303,008) 

 

 

249,223 

 

 

(221.58) 

 

 

(324,436) 

 

 

848,483 

 

 

(138.24)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

資產減值虧損 

 

(149,687) 

 

- 

 

NM  

 

(149,687) 

 

- 

 

NM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2,504,099 2,240,438 11.77 2,776,801 4,417,978 (37.15) 

       

所得稅開支 (316,817) (756,637) (58.13) (382,509) (909,310) (57.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2,187,282 

 

1,483,801 

 

47.41 

 

2,394,292 

 

3,508,668 

 

(31.76) 

 

NM: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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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4,580 367,646 725,090 651,8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478,591) - (1,478,591) - 

無形資產攤銷 17,878 222,069 35,225 443,08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收益） 

 

303,008 

 

(249,223) 

 

324,436 

 

(848,4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86 57,366 1,186 57,366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149,687 - 149,687 - 

 

 

1(b)(i) 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94,677 9,363,319 - - 

無形資產 196,860 226,748 - - 

商譽 1,577,843 1,539,331 - -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2,570,694 2,570,69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 17,714,118 18,038,554 - - 

可供出售之金融資產 1,579,310 1,540,762 - - 

 26,762,808 30,708,714 2,570,694 2,570,69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863,593 11,062,818 - - 

應收貿易款項 38,823,647 50,398,808 - -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5,011,986 1,784,517 6,079 31,987 

衍生金融工具 185,975 280,669 - -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1,497,513 -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58,637,595 57,307,259 

受限制銀行結餘 1,184,557 1,318,972 -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9,654,428 28,763,424 - - 

銀行及現金結餘 5,927,303 14,215,803 184,645 1,849,132 

 113,149,002 107,825,011 58,828,319 59,18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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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1,562,731 17,463,873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6,646 1,877,760 191,190 229,403 

銀行貸款 3,595,015 3,962,639 - - 

信託收據貸款 14,084,453 7,772,450 -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248,979 1,867,002 - - 

即期稅項負債 775,773 1,929,970 - - 

 32,763,597 34,873,694 191,190 229,403 

     

流動資產淨值 80,385,405 72,951,317 58,637,129 58,958,975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07,148,213 103,660,031 61,207,823 61,529,669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5,084,590 5,084,590 5,084,590 5,084,590 

儲備 102,063,623 98,575,441 56,123,233 56,445,079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07,148,213 103,660,031 61,207,823 61,529,669 

 
  
1(b)(ii) 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金額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無無無抵押抵押抵押抵押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15,981,938 2,946,509 11,118,150 2,483,941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金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金額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 - - - 

 
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受限制銀行結餘約1,185,000 美元及結構性存款約687,000 美元存放

於香港的銀行，作為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由出租人的租賃資產所有權以及本公司

若干附屬公司及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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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金流量表現金流量表現金流量表現金流量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金流量經營活動所得現金流量經營活動所得現金流量經營活動所得現金流量     

除稅前溢利 2,504,099 2,240,438 2,776,801 4,417,978 

調整： -     

財務費用 146,996 157,792 293,462 301,239 

利息收入 (490,678) (127,453) (632,166) (179,049)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

虧損 

 

149,687 

 

- 

 

149,687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股

息收入 

 

(1,478,591) 

 

- 

 

(1,478,591) 

 

-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允值虧損 35,786 56,000 94,694 176,0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公

允值虧損／（收益） 

 

303,008 

 

(249,223) 

 

324,436 

 

(848,4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4,580 367,646 725,090 651,800 

無形資產攤銷 17,879 222,069 35,225 443,0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86 57,366 1,186 57,366 

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 1,653,952 2,724,635 2,289,824 5,019,933 

存貨（增加）／減少 (686,384) (12,725,873) 257,034 (11,859,778) 

應收貿易款項（增加）／減少 (1,488,658) (6,452,041) 11,615,838 (7,878,900)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增加） 

 

507,320 

 

7,456,472 

 

(140,216) 

 

4,896,013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增加 (1,612,739) 11,742,465 (5,926,431) 8,691,35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增加 

 

(263,030) 

 

(851,003) 

 

(397,355) 

 

395,499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所得現金所得現金所得現金所得現金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1,889,539) 1,894,655 7,698,694 (735,874) 

已付利息 (146,996) (157,792) (293,462) (291,239) 

（退還）／已付所得稅 (82,553) 220,644 (1,560,124) (1,375,959) 

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 (2,119,088) 1,957,507 5,845,108 (2,403,072) 

     

投資活動所得現金流量投資活動所得現金流量投資活動所得現金流量投資活動所得現金流量     

已收利息 319,833 127,453 381,321 179,049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6) (139,193) (28,277) (574,982) 

購置無形資產 - (20,719) - (34,509) 

購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 - - - (7,192,6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397 6,143 397 6,143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

體之所得款項 

 

- 

 

- 

 

- 

 

821,29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增加 (1,826,957) (2,286,103) (19,980,484) (2,286,103) 

受限制銀行結餘減少╱（增加） 705 815,458 136,500 (517,584) 

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 (1,507,038) (1,496,961) (19,490,543) (9,59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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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融資活動現金流量融資活動現金流量融資活動現金流量融資活動現金流量     

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淨額 (118,009) (3,581,143) (427,519) (2,418,573) 

償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322,201) (322,368) (618,023) (630,512) 

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2,969,253 3,684,085 6,312,003 3,453,107 

融資活動所得融資活動所得融資活動所得融資活動所得／（／（／（／（所用所用所用所用））））現金淨額現金淨額現金淨額現金淨額 2,529,043 (219,426) 5,266,461 404,022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1,097,083) 

 

241,120 

 

(8,378,974) 

 

(11,598,414)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90,474 6,201 90,474 6,201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6,933,912 10,579,962 14,215,803 22,419,496 

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927,303 10,827,283 5,927,303 10,827,283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金結餘 5,927,303 10,827,283 5,927,303 10,827,283 

 
 
1(d)  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度同期的比較報表度同期的比較報表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期內溢利 2,187,282 1,483,801 2,394,292 3,508,668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93,890 466,755 1,093,890 466,7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281,172 1,950,556 3,488,182 3,97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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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 列示列示列示列示(i)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

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連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股本 

 

股份溢價 

外幣換算 

儲備 

保留溢利／ 

（累計虧損） 

儲備 

基金 

 

權益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1,552,463 23,562,620 1,512,349 77,366,79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2,024,867 - 2,024,86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1,552,463 

 

25,587,487 

 

1,512,349 

 

79,391,65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66,755 1,483,801 - 1,950,556 

轉入儲備基金 - - - (161,048) 161,048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4,764,590 45,974,768 2,019,218 26,910,240 1,673,397 81,342,213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3,497,023 34,628,624 1,885,258 103,660,03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207,010 - 207,01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3,497,023 

 

34,835,634 

 

1,885,258 

 

103,867,04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093,890 2,187,282 - 3,281,172 

轉入儲備基金 - - - (42,367) 42,367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4,590,913 36,980,549 1,927,625 107,148,213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 (1,382,929) - 49,356,42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741,309) - (741,30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 

 

(2,124,238) 

 

- 

 

48,615,1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69,959) - (369,95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4,764,590 45,974,768 - (2,494,197) - 48,245,161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2,119,457) - 61,529,66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23,456) - (123,45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2,242,913) 

 

- 

 

61,406,21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98,390) - (198,390)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年九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 (2,441,303) - 61,20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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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i) 自上一報告期間結自上一報告期間結自上一報告期間結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來束以來束以來束以來，，，，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紅股發行紅股發行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

權證權證權證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而而而

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 

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

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如有如有如有如有））））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 

 
於二零一二二二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內，本公司股本並無發生變動，且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1(e)(iii) 呈列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列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列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列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擁有 635,573,662 股每股面值

0.008美元之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 

 
 
1(e)(iv) 列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列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列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列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轉讓轉讓轉讓、、、、出售出售出售出售、、、、註銷及註銷及註銷及註銷及╱╱╱╱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結束時，本公司並無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 

任何庫存股份。 

 
 
2. 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例慣例慣例慣例。。。。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之披露規定，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該等數字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所列的數字，已獲得本集團的核

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由於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執行上述程序

不構成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閱委聘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中

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不對中期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3.  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留意見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留意見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留意見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留意見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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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訂立協議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於其後出售），故本集團採納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和終止經營業務」。 

 

除上述及下文第 5 段所載述者外，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並無變動。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列明有何變動列明有何變動列明有何變動列明有何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

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

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以及本期內及過往期內所

呈報的數額發生重大變動。 

 
 
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

撥備撥備撥備撥備。。。。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本集團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之

任何撥備（以美仙計值）： 

    

(a)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及 0.35 0.25 0.38 0.59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能導致出現發行在外股份的其他工具，因此，並無呈列每股普

股之全面攤薄盈利。 

 
 
7.  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

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 

(a)  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及及及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九九九九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九九九九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日日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按照截至該等日期止期間結束時

已發行股本計算的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以美仙計值）： 

 

 

16.86 

 

 

16.31 

 

 

9.63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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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需涵蓋足以合理了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理了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理了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理了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論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論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論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論：：：： 

(a)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季季季季

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及及及 

(b)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金流量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金流量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金流量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金流量、、、、營運資金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金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金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金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下文載列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及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的綜合收益表的主要變

動。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32,569,000 美元減少約 9.42%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

二季度約 29,501,000美元，以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63,478,000美元減少約 11.12%

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56,419,000美元。 

 

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兩個期內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減少所致。 

 

銷售貨物成本 

銷售貨物成本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29,262,000 美元減少約 6.01%至二零一二年財

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27,503,000 美元，以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56,929,000 美元減少

約 6.0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53,494,000美元，與收入跌幅相若。 

 
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3,307,000 美元減少約 39.58%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

二季度約 1,998,000 美元，而毛利率亦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10.15%減少至二零一

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6.77%。 

 

毛利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6,549,000 美元減少約 55.3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

月約 2,925,000 美元，而毛利率亦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10.32%減少至二零一二年財

政年度六個月約 5.19%。 

 

毛利及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兩個期內毛利率相對較高的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的貢獻

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127,000 美元增加約 1699.76%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第二季度約 2,294,000 美元，以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179,000 美元增加約

1341.60%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2,581,000美元。 

 

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兩個期內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股息收入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 1,228,000美元減少約 7.50%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第二季度約 1,136,000美元，以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2,789,000美元減少約 33.28%

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 1,861,000美元。 

 

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兩個期內的一般營運成本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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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已確認公允值虧損約 303,000 美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

之公允值收益則約為 249,000美元。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已確認公允值虧損約 324,000美

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之公允值收益則約為 848,000美元。 

 

有關變動主要由於上市股本投資的公允值虧損所致。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有關款項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完成出售後將予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以及相關資產

之賬面淨值之差額。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約757,000美元減少約58.1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第二季度約317,000美元，以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909,000美元減少約57.93%至二

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約383,000美元。 

 

所得稅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兩個期內本集團中國部份之溢利減少所致。 

 
本期溢利 

綜合以上所述，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的期内溢利增加約47.41%至約2,187,000美元，而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的期内溢利減少31.76%至約2,394,000美元。 

 
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 

下文載列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綜合財務狀況報表項目的主要變

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9,363,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5,695,000美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中一個組裝業

務於本期內終止後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0,399,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38,824,000美元，與收入減少一致。 

 
預付款項、按金及

其他應收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85,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5,012,000美元，主要由於(i)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

之金融資產之應收股息及(ii)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的物業、廠房及機器所產生的應收款項增加所致。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

的非流動資產 

 

: 有關款項指上述將予出售的物業、廠房及機器的賬面值。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

月之定期存款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8,76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49,654,000美元，主要由於增加銀行定期存款以賺

取更高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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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現金結餘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4,216,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5,927,000美元，主要由於下文所載二零一二年財

政年度六個月綜合現金流量表所述之主要變動。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

據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464,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11,563,000美元，主要由於本期內購置減少所致。 

 
借貸及債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3,602,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的約18,928,000美元，主要由於(i)提取更多信託收據貸

款用作貿易融資及(ii)本期內每月償還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及銀行

貸款的未償還本金結餘的綜合因素所致。 

 
即期稅項負債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30,000美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的約776,000美元，主要由於上文於所得稅開支所述

的原因所致。  

 
資產淨值 : 綜合以上所述，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03,66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約 107,148,000美

元。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現金流量現金流量現金流量現金流量表表表表 

下表載列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綜合現金流量表之主要變動： 

 
經營活動 : 於重新投資營運資金之前，現金淨流入約 2,290,000 美元。現金淨

流入進一步增加約 5,409,000 美元，主要由於存貨、應收貿易款

項、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以

及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的淨影響，另加利息及所

得稅付款約 1,854,000 美元所致。由此產生之經營活動現金流入為

5,845,000美元。 

 
投資活動 : 現金淨流出約 19,490,000 美元，主要由於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

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融資活動 : 現金淨流入約 5,266,000 美元，主要由於本期內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所致。 

 
淨變動 : 綜合以上所述，本期內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減少淨額約 8,379,000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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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異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異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異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異。。。。 

 
並無事先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 

 
 
10.  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論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論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論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論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

未來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來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來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來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 

 
二零一一年，全球手機行業保持穩定增長。根據 Gartner, Inc. 發表數據顯示，於本年度首六個

月，全球售出約 856,500,000 部手機，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長約 17.75%。中國手機市場亦保持

穩定增長，手機用戶人數於首五個月增加約 51,100,000 至 910,100,000，當中超過一半來自 3G

用戶。雖然按年比手機銷售數據仍舊保持穩定增長，但是按同年季度比較增長率呈回落。

Gartner, Inc. 分析指，受到分銷渠道存貨上升、新興市場需求疲弱、不明朗的環球經濟等因素影

響手機市場增長幅度。 

 

受惠於中階智能手機市場之發展，因而加快智能手機的普及化。智能手機銷售表現優異，較

2010 年同期平均增長約 80%，佔整體手機銷售約 24%。Android 系統成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智

能手機操作平台，更於入門及中階智能手機市場表現出龐大潛力。分析指，手機操作平台正建

立生態系統，增加用戶對平台的忠誠，應用程式與服務成為智能手機關鍵的成功因素，就此，

廠商應把智能手機視為電腦的延續。 

 

本集團將繼續審慎從事其業務並推進其開發計劃。其將密切監察全球經濟及手機行業的最新發

展，並不時應需要調整其業務策略。 

 

本公佈可能載有前瞻性聲明，當中涉及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實際未來表現、成果及業績或會基
於多種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例如經濟及行業狀況、全球及地區政治環境、監管規定及消
費者行為的變動等）而與前瞻性聲明所述者有重大出入。 閣下切勿過份依賴基於管理層對目前

發生的若干重大事件的觀點而作出的前瞻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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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c)  派付日期派付日期派付日期派付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說明須就此作出說明須就此作出說明須就此作出說明。。。。 

 

並無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六個月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3. 關聯人士交易關聯人士交易關聯人士交易關聯人士交易 

 
 本公司不需要股東授權進行關聯人士交易。 
 
 
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世仁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705(4)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 

 

吾等確認，據吾等所深知，概無任何事宜須獲董事會垂注，而該等事宜可能致使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

十日止第二季度的 Z-Obee Holdings Limited 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產生錯誤或誤導。 

 

代表董事會 

Z-Obee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董事 

王世仁 呂尚民 

 

日期：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