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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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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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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TEC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奕 達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2）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奕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807,045 1,212,553
銷售成本 4 (767,670) (1,169,451)

毛利 39,375 43,102
其他收入 2,092 4,908
其他收益及虧損 585 (1,949)
衍生金融工具結算收益 9 42 －
分銷成本 (6,629) (6,946)
行政開支 (44,821) (46,461)
盜用資金產生之虧損 10 (14,717)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11 (68,685) (25,414)
融資成本 (438) (653)

除稅前虧損 (93,196) (33,413)
所得稅支出 5 (565) (584)

期內虧損 6 (93,761) (3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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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249 1,028
提供予海外業務之長期墊款的匯兌差額 1,764 4,530

4,013 5,55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89,748) (28,43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3,761) (27,112)
非控股權益 — (6,885)

(93,761) (33,99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9,748) (21,554)
非控股權益 — (6,885)

(89,748) (28,439)

每股基本虧損 8 (0.10)港元 (0.0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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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07,622 601,243
預付租賃款項 3,868 3,906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 962

511,490 606,111

流動資產
存貨 133,532 138,50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90,760 325,495
預付租賃款項 96 96
受限制銀行存款 13 4,518 7,19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3,579 245,696

682,485 716,99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99,706 247,893
稅項負債 40,317 46,428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4,393 4,347
無抵押銀行借貸 15 35,436 18,355

279,852 317,023

流動資產淨值 402,633 399,9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14,123 1,006,08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9,110 11,319
遞延稅項 12,800 12,800

21,910 24,119

892,213 981,9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96,839 96,839
儲備 803,010 892,7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99,849 989,597
非控股權益 (7,636) (7,636)

權益總額 892,213 98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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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特殊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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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附註 i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96,839 450,739 11,478 6,400 15,171 481,500 1,062,127 (1,301 ) 1,060,826

期內虧損 — — — — — (27,112 ) (27,112 ) (6,885 ) (33,997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028 — 1,028 — 1,028
提供予海外業務之長期墊款的匯兌差額　 — — — — 4,530 — 4,530 — 4,530

期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 — 5,558 (27,112 ) (21,554 ) (6,885 ) (28,439 )

已派股息（附註7） — — — — — (9,684 ) (9,684 ) — (9,684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96,839 450,739 11,478 6,400 20,729 444,704 1,030,889 (8,186 ) 1,022,70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96,839 450,739 11,478 6,400 21,140 403,001 989,597 (7,636 ) 981,961

期內虧損 — — — — — (93,761 ) (93,761 ) — (93,761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2,249 — 2,249 — 2,249
提供予海外業務之長期墊款的匯兌差額 — — — — 1,764 — 1,764 — 1,764

期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 — 4,013 (93,761 ) (89,748 ) — (89,748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96,839 450,739 11,478 6,400 25,153 309,240 899,849 (7,636 ) 892,213

附註：

(i) 繳入盈餘指所收購附屬公司相關資產公平值與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所交換已發行股份面值間的差
額。

(ii) 本集團特殊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與就籌備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進行之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股本面值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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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9,002) 3,96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60) (54,519)
撤銷受限制銀行存款 2,678 －
已收利息 685 72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 (24,6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70

(12,397) (78,335)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新增銀行借貸 19,450 －
償還銀行借貸 (2,369) (2,337)
償還融資租約承擔 (2,163) (50)
已付利息 (438) (653)
已派股息 — (9,684)

14,480 (12,7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96,919) (87,092)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5,696 212,218

匯率變動之影響 4,802 3,16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153,579 12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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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
之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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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
量。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述者除
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開始
之財政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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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聯方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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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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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
渡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5

　（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1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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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劃分為以下主要分類：提供(i)純組裝服務；(ii)採購及組裝
服務及(iii)修理及維修服務；全部均為印刷線路板及相關產品而設。該等分類乃向執
行董事呈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基礎。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純組裝服務 194,185 150,569
採購及組裝服務 606,269 1,057,233
修理及維修服務 6,591 4,751

807,045 1,212,553

分類業績
－純組裝服務（附註） (45,434) (17,902)
－採購及組裝服務 14,586 32,831
－修理及維修服務 1,539 886

(29,309) 15,815
未分配公司開支 (51,515) (53,579)
未分配其他收入 2,741 5,004
衍生金融工具結算收益 42 －
盜用資金產生之虧損 (14,717) －
融資成本 (438) (653)

除稅前虧損 (93,196) (33,413)

於該兩段期間，分類收益全部來自外部客戶，並無內部分類銷售。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純組裝服務分類之分類業績包括就物
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68,68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期間，純組裝服務分類之分類業績包括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25,414,000港
元、若干存貨類別之減值虧損5,282,000港元及就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
值虧損1,8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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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分類（虧損）溢利指在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不包括就應收貿易賬款及其
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衍生金融工具結算收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盜用
資金產生之虧損及融資成本前，各分部（產生的虧損）獲得的溢利。此乃為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目的而向執行董事報告的計算方法。

4.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銷售成本沒有存貨之減值虧損（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5,282,000港元）。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65 584

香港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段期間，香港利得稅按期內應課稅
溢利以16.5%稅率計算。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頒佈的稅
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註釋第21號，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可獲寬減50%香港利得稅。

位於香港之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正與香港稅務局就過往年度之應課稅溢利進行磋商。本
公司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進行任何銷售或製造業務，毋須繳納香港利得
稅。因此本公司董事相信，毋須就過往年度計提額外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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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內資
及外資企業的中國所得稅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劃一為25%。根據有關稅務機
關授出的過渡條款，本集團現享有低於25%中國所得稅稅率的中國附屬公司，繼續享
有較低的中國所得稅稅率，並將於企業所得稅法生效日期後五年內逐步增至新中國所
得稅稅率。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通函，位於中國深圳保稅區的
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18%，並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
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分別逐步增至20%、22%、24%及25%。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規例，位於蘇州的兩家附屬公司（泛達電子（蘇州）有限公司（「泛
達電子」）及蘇州鵬達科技有限公司（「蘇州鵬達」））有權自其各自營運首個獲利年度起
計兩年內全面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享有50%寬
免。由於泛達電子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產生虧損，而
蘇州鵬達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獲全額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及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產生虧損，故這兩段期間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
撥備。

越南

根據越南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於越南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Mega Step
Electronic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有權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三年內享有企業所
得稅豁免，其後七年稅率減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此附屬公司
已產生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然而，由於享
有企業所得稅豁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就越南企業所得稅作
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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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續）

泰國

根據泰國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於泰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Fittec Electronic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FETCL」）有權自首次產生收入當日起計八年期間享有
所得稅豁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段期間，此附屬公司
尚未產生任何應課稅收入。因此，兩段期間均並無就泰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6. 期內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795 40,643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48 5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49) 1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4 63
就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
　減值虧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 1,873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 (96)
利息收入 (685)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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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已派上一年末期股息
　－每股零港元
　　（二零一零年：0.01港元） — 9,684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8.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虧損93,76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7,112,000港
元）及兩段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968,394,000股計算。

9. 衍生金融工具結算收益

本集團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盡量減低預期外幣風險。本集團訂立多份遠期外匯合
約，以管理其匯率風險。該等合約需要以單獨現金流入及流出進行全額結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新遠期外匯合約，及
結算收益約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直接於損益內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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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盜用資金產生之虧損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之公告所載，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
司寬達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寬達」）一名財務經理及一名高級出納員盜用寬達部分
資金（「盜用資金」）。有關事宜已向中國公安報案，該財務經理及高級出納員已被逮
捕接受刑事調查。截至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據寬達之管理層及本公司董事所
知，刑事調查仍在進行中，尚未開庭審理。

本公司已開展內部調查，以調查該事件及量化盜用資金對寬達之財務影響。內部調查
報告顯示，盜用資金之財務影響估計約為人民幣12,068,000元（約14,717,000港元）及
盜用發生在二零一一年七月至十一月，故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或過往
期間並無財務影響。

寬達已在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賬簿內將銀行結餘及現金已下
調約人民幣12,068,000元，以反映盜用資金產生之虧損，並直接於損益內確認為虧
損。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約16,722,000港元之物業、廠
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62,823,000港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之公告所載，泰國洪災造成FETCL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受損。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暫停本集團於泰國之設施之
所有生產。設施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因洪災而嚴重受損，因此設施無法恢復生產。本
公司董事認為，受損資產已無進一步使用價值，亦無轉售價值。因此，受影響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全部賬面值約68,685,000港元被視為減值，並於本期內就該等物
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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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續）

本集團已購買保單，為FETCL所有因洪災造成之實際損害而受影響之資產投保。本
集團已提起保險索賠，現正就賠償金額與保險公司進行磋商。截至本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日期，保險索賠仍在進行中，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損益內確認保險賠償。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管理層深入檢討本集團之產能及存貨組合，
並作出結論：(i)其中一間中國廠房之若干生產設施過剩及陳舊及(ii)若干原材料存貨
類別不再用作未來生產。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值減低至其可收回金額（根據公平
值減銷售成本計算），而存貨之賬面值則減低至其估計可變現值。因此，分別就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存貨確認減值虧損約25,414,000港元及5,282,000港元（附註4）。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由30日120日不等。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
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於呈報期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38,270 110,328
31至60日 133,757 121,115
61至90日 67,053 44,019
91至120日 28,932 17,144
121至180日 1,131 4,445
181至365日 67 964
365日以上 233 245

369,443 29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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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受限制銀行存款

該款項指就與有關金融機構訂立遠期外匯合約而存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受限制銀行存
款之年利率為3.1%（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1%）。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由30至90日不等。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於呈報期
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1,644 92,592
31至60日 26,137 82,458
61至90日 18,924 23,828
91至180日 3,331 13,767
181至365日 5,468 6,629
365日以上 551 －

166,055 219,274

15. 無抵押銀行借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15,986 18,355
出口貸款 19,450 －

35,436 18,355

本集團之浮息銀行借貸乃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2厘之年利率計息。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實際年利率為2.2厘（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5厘）。該
筆銀行借貸須每月分期償還，直至二零一五年為止。

本集團向一間銀行所借出口貸款按新加坡銀行同業拆息率2厘之年利率計息。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實際年利率為2.3厘（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零）。該筆出口貸款其後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悉數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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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68,394,000 96,839

17. 主要非現金交易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資產訂立任何融資租約安排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8,304,000港元）。

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訂有合約但未於
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098,000港元）。

19. 有關連人士披露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約為
3,70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3,6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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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約807,0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1,213,000,000港元）。受日本海嘯及泰國水災影響，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上半年的收益減少33%。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
94,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的每股基本虧損為0.10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虧損：0.03港元）。

本集團主要提供純組裝及採購加組裝兩類服務。期內，採購加組裝的收益減少42.7%，主要
是由於部分硬碟機控制器訂單由該分類轉至純組裝分類，使硬碟機控制器需求下降。硬碟
機短缺及由此造成的價格上漲，亦將影響電腦需求。平板電腦繼續推動流動電腦行業發
展，抵銷了主機板需求，主機板需求佔純組裝收益的29%，比例略有上升。

整體毛利維持在3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3,000,000港
元），毛利率由3.6%上升至4.9%，部分歸功於向客戶提供的服務組合變化。期內，有客戶
將其部分訂單由採購加組裝分類轉至純組裝分類。採購加組裝的毛利率遠低於純組裝服
務。

受三月日本地震及十月泰國水災的影響，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二季主機板及硬碟機的訂
單劇減。泰國工廠停產，其他工廠產能使用率不足，本集團產生的平均生產成本因此增
加。華南及華東勞工短缺、最低工資上漲及人民幣持續升值，進一步推高了生產成本。

泰國附屬公司受水災影響尤其嚴重，原因是製造廠房位於泰國受影響地區，而且水浸深度
達1.8米。保險索賠程序仍在進行，本集團因此產生一次性減值虧損68,700,000港元。

儘管面臨上述困難，本集團仍得以維持健康財務狀況，擁有現金總額高於債務總額。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58,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25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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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專注具領導地位的客戶及生產具高增長潛力的產品。硬碟機控制器、電
腦主機板（包括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及筆記本電腦）及LCD電視控制器仍為本集團核心產
品，佔總營業額98%。受二零一一年日本大地震及泰國水災影響，日本汽車行業損失三分
之一以上的全球產能，導致汽車CD及DVD播放機控制板等其他產品的銷量大幅下降。來年
這情況將逐步恢復至正常水平。

硬碟機控制器

由於東芝將其部分業務模式由整套承包轉移至部分原設備製造商，以至該分類業績大幅下
滑。收益由去年的687,000,000港元下降34%至456,000,000港元，乃由於東芝提供的原材料
採購服務減少及泰國工廠因水災而停產。在中國，本集團是東芝2.5吋及1.8吋硬碟機控制器
的唯一印刷線路板組裝服務供應商，亦是其泰國工廠的主要供應商。手提電子產品及其他
智能便攜式產品的需求增長迅速，推動了小型硬碟機市場增長，而上述合作關係亦促使本
集團能夠把握該等商機。本集團預期此等產品的應用以及小型硬碟機控制器的需求將穩定
增長。

全球硬碟機行業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發生兩項重大合併，Western Digital收購了日立環球
儲存科技，Seagate收購了三星的硬碟機部門。該兩項收購令全球硬碟機行業由五大主要供
應商整合為三大主要供應商。合併後，東芝為日本唯一的硬碟機供應商，故此相信其將成
為日本領先IT/CE供應商便攜式產品新設計的唯一選擇，並能於未來數月推高銷量。實際
上，在泰國東芝硬碟機工廠受水災襲擊前，本集團在中國及泰國工廠的生產數量一直穩步
上升。本集團相信，二零一二年第二季起東芝整體硬碟機業務將逐步恢復至正常水平。

電腦、筆記本電腦及平板電腦主機板

根據Gartner, Inc.公佈的初步結果，經過兩個季度的正增長後，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全球電腦
貨運量為92,200,000台，較二零一零年第四季減少1.4%；這數字符合Gartner早前的預期：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將減少1%。

電腦消費需求低迷影響了假日電腦貨運量。西歐經濟的不確定性已對消費電腦貨運量造成
影響，北美經濟前景儘管預期會更加健康，但仍無法刺激該地區對電腦消費需求。新興市
場的增長無法彌補成熟市場的疲軟需求，全球整體仍呈現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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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月泰國水災導致硬碟機短缺，對第四季電腦貨運量及價格造成有限影響。在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的電腦貨運量增長，其短缺見暫時減緩。

由於第二季硬碟機短缺，使本分類的銷售額增長放緩。iPad已經佔據現有電腦及筆記本電
腦市場，由於消費者對小型筆記本電腦的興趣急劇下降同時和消費流動個人電腦不再推動
增長。電腦已成為處理大型計算任務的主要器材，而iPad及平板電腦普遍被認為將逐步主
宰消費者日常生活。iPad及平板電腦尚無法完全替代電腦或筆記本電腦。由於來自iPad及
平板電腦的競爭加劇，電腦主機板及筆記本電腦的需求下降。

受泰國水災及消費需求疲弱的影響，該分類的總收益達 170,000,000港元，而去年為
119,000,000港元。

IDC副總裁Loren Loverde表示，「二零一二年仍需要解決行業部分的主要問題，包括硬碟
機供應恢復、推出Windows 8及電腦設計的成功會更加流動」。其對前景持長遠樂觀態度：
「儘管面臨挑戰，行業似乎仍處於正軌，在二零一二年解決有關問題後，將會實現雙位數增
長」。

LCD電視控制器

二零一一年LCD及LED電視的全球消費需求較預期弱。儘管如此，庫存對行業的壓力已在
二零一一年初大部分造成影響，使貨運量急劇下跌，以致全球電視貨運台數預期於二零一
一年僅增長0.1%。根據NPD DisplaySearch最新公佈的季度全球電視貨運及預測報告，預
期於二零一二年有所增長，上升2%至254,000,000台。NPD DisplaySearch北美電視研究部
門主管Paul Gagnon稱，「二零一一年全球經濟狀況已有改善，但速度比預期慢，同時歐洲
等成熟電視市場的消費者面臨持續不確定性，其消費模式更加謹慎」。

LCD及LED電視的需求受二零一一年全球經濟停滯影響，LED電視總貨運量低於預期。由
於持續經濟問題導致北美及歐洲等地區的消費者在支出及物色超值商品時更為謹慎，有關
地區的需求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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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品牌廠商方面，韓國製造商力求於二零一二年將LED電視的普及率提高至70%至
80%。另一方面，由於國內需求下降，日本電視品牌廠商在LED普及方面的表現不如韓國
對手積極。回顧期內，本集團為東芝在北美及歐洲市場的LCD及LED電視控制板提供採購
加組裝服務。總收益減少56%至16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371,000,000港元）。

流動LCD控制器

現在的智能手機領導者實際上是 iPhone與Android之爭，因為原流動領導者諾基亞在應對
iPhone及智能手機方面反應遲緩，其高檔智能手機市場的佔有率被續步佔據。

諾基亞等多功能手機供應商仍然佔有龐大市場，但由於Android手機定價全面，因此面臨低
成本Android手機的挑戰。另外，新興的中國仿摹手機市場開始佔據全球低檔手機市場，拉
低諾基亞的市場佔有率，而諾基亞是本集團主要的多功能手機流動LCD客戶。因此，本集
團亦受到這趨勢的影響。上述多種原因導致本集團來自該分類的收益大幅下降82%至
2,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5,000,000港元）。

其他

期內，本集團積極實施客戶篩選策略，專注服務高利潤、大量生產及高市場潛力的客戶。
因此，此分類的收益有所減少。

除客戶篩選策略外，本集團亦積極研究平板電腦、iPhone及iPad相關配件產品（如充電器）
等增長迅速且極具潛力的產品。本集團預測該等新產品將於不久將來逐步成熟。

生產設施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在新建的泰國廠房設備投放重大投資。同時，本集團亦將深圳廠房及
蘇州廠房部份設備轉移至越南廠房。然而，由於本集團將部份生產工序轉移至境外廠房，
加上安裝程序需時，令整體設備使用率仍未達最佳水平。泰國廠房臨時停產亦導致使用率
進一步降低。然而，本集團預期，隨着泰國水災過後硬碟機及電腦主機板產量增加，整體
設備使用率將會穩步上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設有57條SMT
生產線，年產量達871億塊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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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廠房已經落成，隨著當地管理團隊日漸成熟，該廠房產量自二零一零年初開始穩步增
長。目前，越南廠房已設有15條SMT生產線，年產量達209億塊晶片。由於中國的電腦主機
板生產總成本持續增加，本集團預期客戶需要越南廠房投入更多產能，因此需要從中國轉
移更多機器以應付最終需求。此趨勢最終將有助本集團提高其整體設備使用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在泰國的新廠房已落成並順利投產。由於與東芝廠房處於同一地區，
成功地逐步獲分配更多硬碟機控制器組裝訂單。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憑藉廠房的有利位
置以及優良的生產質素，泰國廠房的營業額將於未來數年持續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水災發生前在泰國設有5條SMT生產線，年產量達130億塊晶片。

展望

許多經濟學家相信全球經濟仍未擺脫數十年來最嚴峻的衰退局面，距離全面復甦尚有一段
距離。電子製造服務為其中一個經歷連月需求不穩定的行業。在衰退和復甦的循環中，許
多缺乏有效經營、雄厚財務支持及經濟規模的公司相繼倒閉。本集團與其他較強大的電子
製造服務企業均預期，電子製造服務業短期仍受衰退困擾，惟會隨着全球經濟復甦而保持
溫和增長。

然而，中國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亦令電子製造服務業未能走出陰霾。較值得注意的三
項主要因素包括中國勞工短缺、最低工資上升及人民幣匯率上升。每一年，中國許多電子
製造服務業皆面對勞工短缺問題，尤其在中國春節假期前後最為嚴重。本集團預料，由於
中國政府持續推動國內經濟，引致中國西部吸納更多勞工，故問題將會更嚴重。本集團期
望境外生產能解決中國勞工短缺問題的方法之一。

深圳已宣布由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起將最低工資提高至每月人民幣1,500元，增幅高達
14%，江蘇省亦預計盡快作出類似公布。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由於中國最低工資可能
再次上調，部份因長期勞工短缺引致，部份則因政府有意抵銷消費者物價指數不斷上升的
影響，中國營商環境將更為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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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外匯儲備不斷上升，加上中國政府已採取新措施使人民幣與美元脫漖，亦可能
再次推動人民幣穩步升值。薪金遞增加上人民幣升值最終將導致中國的整體營運成本於未
來數年以驚人速度上升。

總括而言，本集團相信，正如業績所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經濟仍然衰退。泰國
水災加重了本集團在泰國業務的短期影響。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電子製造服務業將隨著
全球整體經濟復甦而保持溫和增長。然而，中國勞工成本急升及貨幣持續穩步升值將為電
子製造服務業日常整體營運帶來更嚴重的影響。鑑於市場趨勢，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境外
建設更多生產設施，並開發半自動設備改善產能，以保持長遠的競爭優勢。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58,000,000港元。本集團通常
以其內部資源及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款為業務所需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03,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400,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為2.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3）。本集團
之資產淨值為892,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982,000,000港元輕微減少。

所有融資租約及無抵押銀行貸款均用作支付本集團之機器融資及日常營運。本集團之融資
租約承擔總額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15,7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13,500,000港元。無抵押銀行借貸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18,400,000港元升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5,400,000港元。負債總額對資產總值之比率為25%（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26%）。

現時，本集團全部直接原料成本及營業額均以港元掛漖之美元列值。本集團之勞工成本及
業務營運成本則主要以人民幣、越南盾及泰銖列值。本集團就此積極監察外匯風險。本集
團並無面臨，亦不預期會面臨因匯率變動而引致之重大風險。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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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員工3,553人，其中2,522人受僱於中國大
陸，42人受僱於香港，963人受僱於越南，26人受僱於泰國。本集團推行包括薪酬待遇、花
紅及購股權計劃之酬金政策，旨在將個別員工之部份待遇與其工作表現掛漖，以鼓勵員
工。此外，本集團亦提供保險、醫療津貼及退休金等其他福利，確保提供之薪酬待遇具有
競爭力。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集團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確認，本集團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一切重大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述有
關主席及行政總裁所偏離之事宜除外。林志豪先生擔任本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鑑於現行
公司結構，董事會認為，毋須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職務。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及職
責由同一人獨力承擔，惟所有重大決策均在諮詢有足夠獨立性的董事會和能夠保障少數股
東權益之獨立意見後方始作出，故董事會認為現已具備足夠公正性及提供足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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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全體董事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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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獨立審閱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制
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之成效。審核委員會現任成員包括鍾維國先生（主席）、謝百泉先生及譚
榮健先生，彼等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獲劃撥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定期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會面，並審閱有關報告。期內，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
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其中包括於中期業績提交董事
會批准前審閱有關業績。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之業績公佈。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大部份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至少會面一次。薪酬委員
會現任成員包括譚榮健先生（主席）、鍾維國先生及孫明莉女士。除孫明莉女士外，所有薪
酬委員會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按其職權範圍所載，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其中包括
釐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酬金，以及檢討本集團之薪酬政策。

發表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可在聯交所的網站及本公司的網站(http://www.fittec.com.hk)覽閱。本公司之
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志豪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志豪先生、孫明莉女士及 忠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百泉先生、
鍾維國先生及譚榮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