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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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659,700,000 659,700,000 659,700,000 659,700,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15.615.615.615.6%%%%（（（（2010201020102010︰︰︰︰570,400,000570,400,000570,400,000570,4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94,400,00094,400,00094,400,00094,400,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11.611.611.611.6%%%%（（（（2020202010101010︰︰︰︰84,600,00084,600,00084,600,00084,6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7,600,000 7,600,000 7,600,000 7,600,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下跌下跌下跌下跌23.823.823.823.8%%%%（（（（2020202010101010︰︰︰︰10,000,00010,000,00010,000,00010,0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1.861.861.861.8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20202010101010︰︰︰︰2.452.452.452.45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每股每股每股每股）︰）︰）︰）︰3.03.03.03.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20202010101010︰︰︰︰3.03.03.03.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富士高」或「本集團」）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獨立核數師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員聘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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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659,661659,661659,661659,661    570,417 
銷售成本  ((((565,263565,263565,263565,263))))    (485,820) 
  ────────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94,39894,39894,39894,398    84,597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7,929)(7,929)(7,929)(7,929)    130 
分銷及銷售支出  (12,(12,(12,(12,330330330330))))    (12,065) 
一般及行政支出  (5(5(5(59,2789,2789,2789,278))))    (58,367) 
  ──────── ────────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4 14,14,14,14,861861861861    14,295 
       
融資收入  1,1,1,1,883883883883    1,319 
融資成本  ((((2,4952,4952,4952,495))))    (1,367) 
  ──────── ────────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14,14,14,14,249249249249    14,247 
       
所得稅支出 5 ((((3,2543,2543,2543,254))))    (2,197) 
  ──────── ──────── 
期內溢利  11110,9950,9950,9950,995    12,050 
  -------------- --------------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11,01211,01211,01211,012    7,89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93)(93)(93)(93)    181 
出售附屬公司時所解除之儲備  ----    (1,683)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  10,91910,91910,91910,919    6,389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1,91421,91421,91421,914    18,439 
  ════════ ════════ 
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6457,6457,6457,645    10,027 
非控制性權益  3,3503,3503,3503,350    2,023 
  ──────── ──────── 
  11110,9950,9950,9950,995    12,050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117,7837,7837,7837,783    15,885 
非控制性權益  4,1314,1314,1314,131    2,554 
  ──────── ──────── 
  21,91421,91421,91421,914    18,439 
  ════════ ════════ 
       
股息 6 12,30412,30412,30412,304    16,405 
  ════════ ════════ 
       
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港仙) 7 1.861.861.861.86    2.45 
  ════════ ════════ 
- 攤薄 (每股港仙) 7 1.861.861.861.86    2.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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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於 2011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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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72203,072203,072203,072    200,146 
投資物業  1111,890,890,890,890    1,890 
土地使用權  10,10,10,10,274274274274    10,13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2052,2052,2052,205    7,741 

  ──────── ──────── 
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     217,441217,441217,441217,441    219,912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52,572152,572152,572152,572    158,491 
應收貨款 8 276,184276,184276,184276,184    247,453 
其他應收款項  13,46813,46813,46813,468    13,294 
衍生金融工具  ----    32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  81,33981,33981,33981,339    56,883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2222,405,405,405,405    1,6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0,793360,793360,793360,793    352,599 

  ──────── ──────── 
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     886,761886,761886,761886,761    830,658 
     --------------    --------------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163,964163,964163,964163,964    134,26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8885,3845,3845,3845,384    80,164 
衍生金融工具  6,7986,7986,7986,798    - 
當期所得稅負債  21,17221,17221,17221,172    19,155 
銀行借貸  54,75054,75054,75054,750    41,469 

  ──────── ──────── 
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     332,068332,068332,068332,068    275,049 
  -------------- --------------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55555554,4,4,4,693693693693    555,60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7772727272,,,,134134134134    775,521 
  --------------    --------------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1,1,1,577577577577    2,06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58558558558    613 

  ──────── ──────── 
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  2,1352,1352,1352,135    2,677 
  --------------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769,999769,999769,999769,999    772,844 
  ════════ ════════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41,01441,01441,01441,014    41,014 
其他儲備  213,806213,806213,806213,806    204,000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11112222,,,,304304304304    20,507 
－其他  444457575757,,,,125125125125    461,784 

  ──────── ──────── 
     777724242424,,,,249249249249    727,305 
非控制性非控制性非控制性非控制性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44445555,,,,750750750750    45,539 
  ──────── ──────── 
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     767676769999,,,,999999999999    772,8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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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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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16號編製。 
 

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止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用者一致。 
 
(a) 採納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之影響 

 
於2011年，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其必須於2011年1月1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內強制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修訂本乃於2011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修訂本強
調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現有披露原則並同時加入進一步指引以說明如何應用該等原則。該修訂本
更強調重大事件及交易之披露原則。額外規定涵蓋對公平值計量之變動（如重大）的披露，並須對
最近期年報之相關資料進行更新。該項會計政策變動僅會導致額外披露。 
 
由於自最近期年報以來公平值計量並無變動以及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現有之披露符合該修訂所載列
的原則，故該項修訂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影響。 
 
以下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亦於本集團 2011年 4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0年之改進 (不包括香港
會計準則第 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沒有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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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 ( ( (續續續續)))) 
 

(b)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 
 
下列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於本集團 2011年 4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
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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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之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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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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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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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僱員福利4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2011） 獨立財務報表4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2011）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4 
  

1 由 2011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2 由 2012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3 由 2012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4 由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董事預計，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沒有構成重大影響。 

 
 

3.3.3.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已被釐定為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
告以評估業績表現並據此分配資源。管理層亦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人從產品角度（即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與配件及零件）評估業務表現。    
    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業績並不包括企業支出、其他收益及虧損、融資收
入及成本。    
 
分部間收入乃根據訂約雙方一致協定之條款進行。外界收入均來自若干外界客戶及按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
報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撇銷撇銷撇銷撇銷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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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 對外收入 390,115390,115390,115390,115    324,855 269,546269,546269,546269,546    245,562 ----    - 659,661659,661659,661659,661    570,417 
 - 分部間收入 ----    - 43,94743,94743,94743,947    50,425 ((((43,94743,94743,94743,947))))    (50,425) ----    - 
  ────── ────── ────── ────── ────── ────── ────── ────── 
 總額 333390,11590,11590,11590,115    324,855 313,493313,493313,493313,493    295,987 ((((43,94743,94743,94743,947))))    (50,425) 659,661659,661659,661659,661    570,417 
  ══════ ══════ ══════ ══════ ══════ ══════ ══════ ══════ 
                      
 分部業績 9,2349,2349,2349,234    917 15,315,315,315,360606060    15,391 ----    - 24,59424,59424,59424,594    16,308 
  ══════ ══════ ══════ ══════ ══════ ══════   
                      
 企業支出                ((((1,8041,8041,8041,804))))    (2,143) 

 
其他(虧損)/收益
－淨額                (7,929)(7,929)(7,929)(7,929)    130 

 融資收入                1,8831,8831,8831,883    1,319 
 融資成本                ((((2,4952,4952,4952,495))))    (1,367)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2414,2414,2414,249999    14,2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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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44144144144    2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12015,12015,12015,120    16,493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247)(247)(247)(247)    (1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260)(260)(260)(260)    4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    (1,841) 
存貨減值撥備 10,45310,45310,45310,453    3,042 
員工費用 111153,25453,25453,25453,254    131,948 
 ════════ ════════ 
    
    

5.5.5.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已按照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 （2010 年：16.5%）稅率
計算。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繳交按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25%（2010年：25%）稅率計算之中國
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惟一間（2010年：兩間）附屬公司符合高新科技企業資格，可享有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之優惠稅率。因此， 經考慮有關稅項優惠後，已就該附屬公司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
備。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4012,4012,4012,401    2,049 
－ 中國企業所得稅 908908908908    566 
遞延所得稅 (55)(55)(55)(55)    (418) 
 ────────    ──────── 
 3,2543,2543,2543,254    2,197 
 ════════ ════════ 
    
    

6.6.6.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 2011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港仙（2010年：3.0港仙）, 特
別中期股息則未有宣派（2010年：1.0港仙）。中期股息將約於 2011年 12月 30日向於 2011年 12月 12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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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2010年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千港元） 7,6457,6457,6457,645 10,027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44410,13910,13910,13910,139 409,887 
   
就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之潛在攤薄影響而作出調整（千股） ---- 55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10,139410,139410,139410,139    409,942 
 ════════    ════════ 
 
    

8.8.8.8.    應收應收應收應收貨款貨款貨款貨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 7至 120日之信貸期。於 2011年 9月 30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於 2011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29,037229,037229,037229,037    206,117 
1日至 30日 33,04233,04233,04233,042    28,694 
31日至 60日    11111,4071,4071,4071,407    12,205 
61日至 90日 4,0614,0614,0614,061    1,170 
90日以上 4,4,4,4,245245245245    5,058 
 ────────    ──────── 
 222281,79281,79281,79281,792    253,244 
減: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備 (5,(5,(5,(5,608608608608))))    (5,791) 
 ────────    ──────── 
應收貨款，淨額 222276,18476,18476,18476,184    247,453 
 ════════ ════════ 
    
    

9.9.9.9.    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 
 
於 2011年 9月 30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於 2011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24,074124,074124,074124,074    97,446 
1日至 30日 22226,2776,2776,2776,277    21,381 
31日至 60日    3,3,3,3,240240240240    8,093 
61日至 90日 5,7715,7715,7715,771    2,281 
90日以上 4,6024,6024,6024,602    5,060 
 ──────── ──────── 
 111163636363,,,,964964964964    134,261 
 ════════ ════════ 
    



- 8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至2011年12月14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
分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股東須於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號鋪辦理過戶手續。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隨著全球經濟溫和復甦，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市場對本集團電聲產品及配件之需
求有所增加。此外，本集團過往數年努力鞏固其業務基礎，帶動整體表現進一步提升。回顧
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659,700,000港元，按年增加15.6%（2010年：570,400,000港元）。
毛利亦增至94,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84,600,000港元上升11.6%。由於成本控制嚴謹， 
本集團的毛利率得以維持在14.3%（2010年：14.8%）水平。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下
跌23.8%至7,600,000港元（2010年：10,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86港仙（2010
年：2.45港仙）。 
    
    

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回顧期內，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仍然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錄得收入由去年同期的
324,900,000港元上升20.1%至390,100,000港元。業務表現穩健乃受惠於歐美市場逐步復
甦，以及無線與抗噪產品市場急劇增長，帶動現有客戶（包括頂尖音響及多媒體公司）的訂
單數目穩步增加。就上述科技而言，新舊客戶均愈加依賴本集團的專業技術，以期將彼等的
無線及抗噪產品盡早推出市場。回顧期內，來自該等產品的收入按年增長30%，日後可望帶
來更大貢獻。 
 
來自歐洲、美國及日本的大眾市場及高價品牌等新增客戶於回顧期內的訂單亦顯著增加，反
映客戶對上一財政年度開始付運的產品相當滿意。因此，本集團於期內再推出多款新產品。
而在若干情況下，來自部份較新客戶的收入錄得滿意增長。鑑於目前進度，本集團將繼續以
均衡方式發展業務，並有信心於不久將來業務可進一步增長。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配件及零件分部錄得收入持續增加，按年增加 9.8%至 269,500,000 港元（2010 年：
245,600,000港元）， 佔本集團總收入 40.9%。有關增長部份乃由於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客
戶的需求日益增加所致，其中包括來自一家知名音響品牌的包裝物料及替換配件的大量訂
單。同樣，一家以年輕人為目標的品牌亦增加其電子音響配件的訂單，進一步帶動收入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配件及零件分部對本集團加大縱向整合力度亦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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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環球經濟雖不至深陷危機之中，惟復甦步伐仍然緩慢。對本集團而言， 儘管原材料價格預料
將趨穩定，然而中國政府計劃於 2012 年初實施最低工資雙位數上調，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大
考驗。雖然面對前方重重挑戰，管理層仍對本集團短期內維持增長的能力持審慎樂觀態度。 
 
在過去數年的經濟危機中，本集團仍致力為業務發展構建牢固基礎。本集團夥拍客戶共同開
發產品，不但可從中獲取經驗，同時亦充實了本身的產品組合，繼而進軍漸成潮流用品的時
尚高檔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市場。此努力已開始步入收成期。本集團於 2011 年初與一家高
檔時尚耳機品牌合作，共同開發三款新型號產品。預期更多新項目將陸續啟動，為中長線發
展貢獻更豐厚收入。 
 
本集團的產品設計與品質並重，未來將加強其研發能力以提升競爭力。市場對無線及抗噪產
品的需求持續強勁，而本集團於該等核心技術已累積多年研發經驗，因此本集團有條件借助
此增長機會獲利。本集團直接進行研發的領域亦包括全面的無線通訊協定及多重表面修飾加
工技術。藉此增加集團吸引力，以達到客戶日益要求集團積極參與共同發展項目之期望。 
 
本集團深明增長有賴穩固的基本因素。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強化其業務經營，包括進一步推
行自動化生產，減低對人力資源的依賴。為保障本身免受劇烈波動的市況影響，帶來成本驟
增的壓力，本集團將繼續簽訂較短期的合約，方便隨時修訂條款。 
 

展望未來，管理層將採取審查、微調及協調經營各方面的全面策略，以確保本集團不斷發展，
提升其競爭力及鞏固其作為世界首屈一指電聲產品製造商的領導地位。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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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於2011年9月30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554,700,000港元 (2011
年3月31日：555,6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2.7倍 (2011年3月31日：
3.0倍) 及2.2倍 (2011年3月31日：2.4倍)。 
 
本集團於2011年9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60,800,000港元，較2011年3月31日約為
352,600,000港元輕微地上升約2.3%。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中約51.7%、39.7%及8.5%分別為
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值，其餘則為其他貨幣計值。於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合共約為313,000,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310,000,000港元），為來自多家銀行之貸款
及貿易信貸，而未動用之餘額約為258,200,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268,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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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 ( ( (續續續續))))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於 2011年 9月 30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 54,800,000港元 (2011年 3月 31日：
41,500,000港元)，是多項有抵押之短期人民幣貸款並於一年內到期。 
 
本集團以約 43,800,000港元 (2011年 3月 31日: 43,000,000港元) 之若干物業及土地使用
權用作多項有抵押之銀行借貸約 42,700,000港元。約 13,600,000港元之若干應收貨款用作
一項有抵押之銀行借貸約 12,100,000港元 (2011年 3月 31日: 無)。本集團之借貸年利率為
5.8厘計息 (2011年 3月 31日：5.5厘)。 
 
本集團於2011年9月30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7.6% (2011年3月31日：5.7%)，乃根據銀行借
貸總額及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權益總額之百分比計算。若將於2011年9月30日之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結餘計算在內，本集團正處於淨現金狀況。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而大部份交易乃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當未
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和負債的計值貨幣並非本集團實體之本位貨幣時，本集團便要承受
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已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管理有關風險。 
    

    

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    

    

於2011年9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逾6,400名 (2011年3月31日：逾7,200名) 僱員。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截止2011年9月30日止6個月約為153,300,000港元 (2010年：131,900,000港
元)。 
 
本集團亦根據工作表現及成績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僱員報酬是根據慣常之薪酬及花紅
制度按員工表現給予的。酌情花紅視乎本集團之溢利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而定，而僱員褔
利包括宿舍、醫療計畫劃、購股計劃、香港僱員之強制性公積公計劃及中國內地僱員之國家
退休金計劃。本集團亦已為其管理層及僱員提供培訓計劃，以確保彼等獲得適當培訓。 
    

    

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    
    
於2011年9月30日，本公司已向多間銀行提供約為197,000,000港元 (2011年3月31日：
197,0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以作為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之擔保。附屬公司於2011年9
月30日所用之信貸額約為54,800,000港元(2011年3月31日：41,500,000港元)。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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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期內, 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所載列之守則條文，惟與守則條文第A.2.1 條有所偏離。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分開，並不應由同一人士履行。於期內，
董事會尚未委任任何人士出任行政總裁一職。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公司全體執行董事（包括
主席）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此項安排可維持本公司業務的穩定性和效率，以及維持本公
司政策和策略得以繼續實行，故實屬恰當及符合本集團利益。惟檢討該項安排之成效時，董
事會決定委任本公司主席楊志雄先生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自2011年10月1日起生效。董事會
相信，由楊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安排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的領導，得已提高本
公司的決策及執行效率，及有效抓緊商機。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志雄先生、源而細先生、周文仁先生、源
子敬先生、楊少聰先生及周麗鳳小姐，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樹成博士、車偉恆先生及李耀
斌先生。 
 

承表董事命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    

 
 
香港，2011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