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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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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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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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收入上升了13.8%至1,540,15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53,258,000港元）

• 毛利上升了15.8%至361,5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2,076,000港元），毛
利率為23.5%（二零一零年：23.1%）

• 未計利息支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增加了13.5%至
235,0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07,157,000港元），EBITDA比率為15.3%
（二零一零年：15.3%）

• 經營溢利攀升了12.1%至129,76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5,747,000港元）

• 本年度溢利增加了9.1%至103,8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5,122,000港元），
純利率為6.7%（二零一零年：7.0%）

• 淨借貸對權益比率為29.2%（二零一零年：15.9%）

• 建議派末期股息為每股3.0港仙，即全年建議派股息合共每股6.0港仙

• 每股資產淨值上升了14.6%至2.83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2.47港元）

末期業績

本人謹此代表萬裕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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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本
年度」）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之經審核財務業績。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已由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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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及 3 1,540,154 1,353,258
銷售成本 (1,178,614) (1,041,182)

毛利 361,540 312,076

其他收入 3 6,576 4,323
其他虧損淨額 3 (11,967) (7,244)
銷售及分銷費用 (57,750) (51,970)
行政費用 (166,662) (140,504)
其他經營費用 (1,975) (934)

經營溢利 4 129,762 115,747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之變動 5 (17,226) (10,804)
財務支出 6 (18,180) (10,160)
財務收入 7 5,939 3,534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 21,950 6,89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2,429 3,821

除稅前溢利 124,674 109,033
稅項 8 (20,873) (13,911)

本年度溢利 103,801 95,122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3,965 95,54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4) (420)

103,801 95,12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9
　基本 21.72港仙 19.97港仙
　攤薄 21.71港仙 19.94港仙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10
　中期 14,373 4,784
　建議派末期 14,373 14,352

28,746 1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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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103,801 95,122

其他全面收益：
　資產重估盈餘，扣除稅項 17,462 9,367
　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值之變動 92 –
　匯兌差額 78,491 48,95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96,045 58,31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99,846 153,441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99,817 153,723
　非控股股東權益 29 (282)

199,846 15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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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7,924 644,003
　土地租賃預付款 97,395 88,859
　無形資產 4,501 3,388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89,345 62,11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7,618 44,61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按金 86,561 57,808
　可供出售投資 25,953 22,341
　其他預付款項 1,613 413
　遞延稅項資產 3,654 4,66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14,564 928,209

流動資產
　存貨 457,411 356,389
　應收貿易賬款 11 431,447 367,72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0,074 34,318
　給予共同控制公司之貸款 92,980 82,491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之款項 36,787 20,269
　以公允值計入收益表之金融資產 50 110
　衍生財務工具 728 933
　可收回稅項 2,655 38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80,273 472,592

　流動資產總值 1,782,405 1,335,21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233,894 251,02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92,058 85,106
　應付共同控制公司之款項 21,336 –
　衍生財務工具 6,397 412
　應付稅項 14,356 10,486
　銀行貸款 488,549 405,171
　應付股息 28 22

　流動負債總值 856,618 752,226

流動資產淨值 925,787 582,98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40,351 1,51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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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40,351 1,511,19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85,535 254,415
　衍生財務工具 22,881 10,804
　長期服務金撥備 1,895 1,408
　遞延稅項負債 13,138 2,939
　遞延收入 62,581 60,977

　非流動負債總值 686,030 330,543

資產淨值 1,354,321 1,180,655

權益
　股本 47,909 47,839
　儲備 1,288,049 1,114,503
　建議末期股息 10 14,373 14,35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350,331 1,176,69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990 3,961

權益總值 1,354,321 1,18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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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而編製。除根據公允值計量之若干土地及樓宇、衍生財務工具、以公允值計入收益
表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投資外，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a) 下列新制訂之準則、準則之修訂或詮釋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
強制應用，惟現時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配股的分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首次採納者的披

露」比較數字的有限度豁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本）－最低資金要求的 

預付款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的第三次改進

(b) 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
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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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僱員福利4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二零一一年修訂）－獨立財務報表4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二零一一年修訂）－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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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者的固定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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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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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值計量4

1 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修訂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修訂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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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由本集團全體執行董事組成並由本公司董事總經理領導之執行團隊為主要營運決策人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本集團之表現。

由於本集團90%以上之業務營運乃與製造、銷售及分銷電子元件有關，主要營運決策人按
整間公司之財務資料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因此，本集團只有一個單一可
呈報分類。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之主要表現指標概要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540,154 1,353,258

毛利 361,540 312,076
毛利率 (%) 23.5% 23.1%

EBITDA（附註(i)） 235,051 207,157
EBITDA比率 (%) 15.3% 15.3%

經營費用（附註(ii)） 226,387 193,408
經營費用相對收入比率 (%) 14.7% 14.3%

本年度溢利 103,801 95,122
純利率 (%) 6.7% 7.0%

資產總值 2,896,969 2,263,42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350,331 1,176,694

存貨 457,411 356,389
存貨週轉天數 126 101

應收貿易賬款 431,447 367,725
應收貿易賬款週轉天數 95 9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233,894 251,029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天數 75 71

計息債務總額 1,074,084 659,58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80,273 472,592
借貸淨額 393,811 186,994
借貸淨額對權益百分比 (%) 29.2% 15.9%

附註(i)： EBITDA指未計利息支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附註(ii)： 經營費用指本集團經營其一般業務所產生的費用，包括銷售及分銷費用、行政
費用及其他經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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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報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收入及非流動資產：

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19,815 153,365
中國大陸 655,748 537,005
台灣 189,598 177,848
東南亞 201,328 212,770
韓國 68,237 35,925
美國 65,186 89,823
歐洲 70,119 46,704
其他國家 70,123 99,818

總計 1,540,154 1,353,258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及財務工具）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7,825 29,906
中國大陸 989,039 826,657
其他國家 48,093 44,640

總計 1,084,957 901,203

收入中約81,68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9,336,000港元）乃來自單一外部客戶。

3.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乃指所售出貨品經退貨及折扣作出撥備後之發票淨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買賣電子元件 1,528,604 1,332,482
買賣原材料 11,550 20,776

1,540,154 1,35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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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廢料銷售 2,093 176
中國大陸政府補助 2,057 863
增值稅退款 – 2,088
其他 2,426 1,196

6,576 4,323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虧損）╱收益 (1,060) 16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4,066) –
匯兌差額淨額 (6,841) (7,260)

(11,967) (7,244)

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660 85,745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 2,002 1,874
無形資產攤銷 535 3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62 2,523
以公允值計入收益表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收益） 60 (27)

5.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之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率掉期之公允值虧損 17,226 10,80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若干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訂立的利率掉
期合約，合約年期各為十年。該等合約乃為穩定本集團於合約期內之整體利息支出而訂
立。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內確認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虧損。

6. 財務支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支出 18,180 1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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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給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貸款之利息收入 3,681 2,995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 2,258 539

5,939 3,534

8.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
16.5%）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根
據其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支出：
　即期：
　　香港 11,738 8,800
　　中國大陸 11,125 7,37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965) –

18,898 16,179
遞延 1,975 (2,268)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 20,873 13,911

根據中國大陸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本公司若干位於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可享有免稅優
惠。此等位於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須按24%至25%不等之適用稅率繳納所得稅。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103,965,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95,542,000港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78,764,000股（二零一零
年：478,39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103,965,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95,542,000港元）計算。計算時採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
478,764,000股（二零一零年：478,390,000股），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採用者相同，並
假設本年度內全部購股權被視為獲行使而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198,000股（二零
一零年：708,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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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3.0港仙（二零一零年：1.0港仙） 14,373 4,784
建議派末期－每股普通股3.0港仙（二零一零年：3.0港仙） 14,373 14,352

28,746 19,136

11. 應收貿易賬款

於結算日，按付款到期日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及於付款期限內 334,195 297,226
逾期1至3個月 78,024 63,518
逾期4至6個月 17,194 5,789
逾期7至12個月 1,824 1,176
逾期超過1年 210 16

431,447 367,725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90
天，主要客戶可延長至最多150天。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致力對尚未收取
之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控制部將信貸風險減至最小。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
討逾期結餘。由於上文提到之原因及有關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來自大量不同客戶，因此
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少於3個月 124,319 175,954
4至6個月 84,542 15,882
7至12個月 10,121 4,636
超過1年 2,718 14,698

221,700 211,170
應付票據 12,194 39,859

233,894 2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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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更改公司名稱

本公司之名稱已由「Man Yu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Man Yu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並已採納新中文名稱「萬裕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此項名稱更改經由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
准，並經由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批准。

業績回顧

縱然電子行業營商環境嚴峻，但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入創出歷史新高。

我們作為鋁電解電容器（「鋁電解電容器」）及傳導高分子鋁固態電容器（「高分子
電容器」）等主要電子元件的主要全球供應商之一，於二零一一年，高分子電容器
的收入呈現顯著的增長勢頭。配合我們的鋁電解電容器及電氣雙層電容器（「電氣
雙層電容器」）新產品需求日增及我們對拓展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不斷投放，本集
團未來數年的收入可望持續增長。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繼續強化與整合其主
要原材料供應鏈。位於中國大陸四川省雅安市新建的鋁箔製造廠已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投產。我們相信，這項新設施可有助減輕我們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及進一步
提高毛利率。

憑藉內部強大的研究與開發（「研發」）能力及與國內若干著名大學合作進行研發工
作，本集團將加大力度開發更多創新的能源管理、節能及能源儲存電子元件及相
關應用方案。本集團已立下使命，銳意為電子行業提供質優而先進的技術元件，
以優化能源使用及為推動環保作出貢獻。

財務回顧

本集團本年度之收入創下歷史新高，為1,540,15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353,25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8%。收入增長主要因為本集團新產品之銷
售增長迅速，以及本年度內整體售價升勢所致。

本年度之毛利錄得361,5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2,076,000港元），較去年攀
升15.8%。由於整體售價呈現升勢、產品組合轉向高利潤產品及收緊生產成本控
制，毛利率進一步上升至23.5%（二零一零年：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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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確認由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之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為17,226,000
港元。有關衍生財務工具乃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所訂立旨在對沖本
集團借貸成本之若干長期利率掉期合約。由於年結前市場出現短暫波動，故本集
團須於本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內將此等財務工具之公允值下跌呈列。此項目並不影
響本集團之現金流量。

減去上述由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之變動所產生之虧損後，本集團之未計利息支
出、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252,27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17,961,000港
元），較去年增加15.7%。

本年度溢利較二零一零年增長9.1%至103,801,000港元。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21.72港仙，較二零一零年之19.97港仙增加8.8%。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本年度之股息總額為每股6.0港仙，包
括已宣派及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

業務回顧

市場回顧

鋁電解電容器的全球市場需求於本年度輕微下降，但縱然市場規模萎縮，本集團
亦持續錄得收入增長。由於日本地震及泰國水災引致主要電子產品生產所需的重
要電子元件供應鏈於二零一一年出現嚴重中斷，驅使生產商擴大及分散其供應商
基礎。作為全球鋁電解電容器市場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本集團已於該等穩定供應
鏈的行動中獲得裨益。憑藉我們廣泛的銷售網絡及專業的銷售團隊，相信此等新
客戶於未來數年之貢獻將更見顯著。

儘管宏觀經濟環境停滯不前，但於本年度市場對高分子電容器之需求，不論在數
量及應用範圍上亦呈現明顯增長。作為一家非日本高分子電容器全球供應商，我
們的高分子電容器旗艦品牌「X-CON®」已贏得一批新客戶。強勁之市場需求增長
速度更勝預期，為作出應對，本集團已進行產能擴展及增加融入創新技術的產品
種類，並擬於未來數年繼續拓展這產品分部。

營運回顧

過去數年，本集團已成功轉型為全球數款重要電子元件之主要供應商。為促進此
戰略性發展，本集團正投放更多資源於打造頂端科技之新元件以及節能及儲能應
用方案之研發。加強研發為本集團增加新業務之動力，以涉足全球高速增長的可
再生能源行業。於本年度，本集團亦重新命名，以更準確配合其業務範圍及未來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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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電解電容器廣泛應用於大量消費類電子產品。於多個地區當中，隨著高分子電
容器、貼片式、長壽鎮流器（用於節能燈）、筆型電容器（用於LED電視）、高壓螺
釘型及高性能等效串聯電阻產品系列的銷售增加，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收入錄得
令人鼓舞的增長。這些新產品大多應用於正在擴大的市場分部，如遊戲機、節能
燈、環保產品及數碼掌上消費電子產品。

本集團不斷提升其生產工序及整體生產週期之競爭力，務求降低其生產成本。於
本年度，本集團之毛利率改善至23.5%。本集團已進行產品組合調整，集中高利
潤產品，同時逐步淘汰低銷量或低利潤之客戶及產品；並已集中資源於研發工
作、推銷創新產品系列及推進生產工序自動化，以提升生產力及產量。

此外，本集團亦於本年度內繼續強化與整合其主要原材料供應鏈。自二零零六年
起，本集團一直生產作為主要原材料之一的鋁箔，藉此提高整體利潤及確保供應穩
定，以應付內部生產需要。位於中國大陸四川省雅安市之新建鋁箔生產廠房已於二
零一二年一月投產；此外，位於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之化學品生產廠房亦預期於
二零一二年第二季投入營運。本集團相信，兩間廠房將可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從
而提升毛利率。

此外，為支持業務擴展，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無錫及江西之額外產能已告建設完
成，這可使本集團充份達致經濟效應，將成本進一步降低。

過去數年，本集團相繼開發儲能系統（「儲能系統」）產品系列，包括電氣雙層電
容器、鋰離子充電電池及螺釘型鋁電解電容器。儲能系統系列為風力及太陽能系
統、電動運輸設備、電源備用裝置及消費電子產品等工業電力管理及能源應用提
供全面解決方案。儲能系統解決方案使本集團於低碳應用方案日益擴張之市場地
位更為穩固，並為未來之業務擴展締造巨大潛力。

研究與開發

本集團的內部研發團隊及新能源產品及材料研究院已與清華大學建立長期研發合
作關係，並與其他專業機構進行多個研究項目，開發擁有先進技術的創新產品。
我們於儲能、能源管理、原料科學、化學工程及機械工程等各個領域上招攬跨範
疇研究專家，從而增強研發競爭力。憑藉於高科技高分子電容器、鋁箔技術及儲
能系統解決方案之持續研究與創新，使本集團能夠站於技術之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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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未償還銀行借貸總額1,074,084,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9,586,000港元），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及貿易融
資信貸。於一年內到期及於第二至第五年到期之銀行借貸金額分別為488,549,000
港元及585,53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405,171,000港元及
254,415,000港元）。

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680,27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2,592,000港元）後，本集團之借貸淨額為393,81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86,994,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
1,350,33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6,694,000港元）。因此，本
集團之淨負債比率為29.2%（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9%）。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為3,275,000港元，乃指除稅前溢
利124,674,000港元，加回非現金項目作出之調整包括折舊及攤銷92,197,000
港元及應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21,950,000港元，並扣除營運資金之變動淨額
194,828,000港元及其他調整3,182,000港元。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投資活動現金流出
淨額為192,533,000港元，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和預付按金及土地租
賃預付款182,256,000港元、給予共同控制公司之貸款7,665,000港元及其他調整
2,612,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日圓進行業
務交易。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此方面並無重大外匯風險。為控制人民幣升值
之影響，本集團成功增加於中國大陸之收入，讓集團能對人民幣付款進行對沖。
本集團繼續主要透過訂立遠期合約控制來自日圓及人民幣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大
部分長期銀行貸款均以港元計值及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亦訂立長期利率掉期
合約對沖利率風險。本集團主要透過信貸保險政策對沖信貸風險。

前景及展望

由於大部分電子產品品牌將推出新型號或新產品之時間推遲至二零一二年下半
年，故本集團相信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仍會面對重重挑戰。然而，中國大陸政府繼
續刺激內需之政策將推動國內電子及消費類產品之銷售，本集團之收入增長亦可
受惠。本集團的管理層（「管理層」）預期鋁電解電容器、高分子電容器及儲能系統
產品系列將於二零一二年錄得收入增長，其中高分子電容器的前景尤其亮麗－此
等產品應會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並有助提高本集團的整體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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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電容器業務控股公司的股份建議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分拆上市之項目正在進
行。管理層認為，該建議分拆項目乃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本集團亦相信，該建
議分拆項目將更能反映高分子電容器業務本身之實際價值，並提高其營運及財務
透明度。

儘管儲能系統產品系列仍處於發展階段，但憑藉本集團核心的研發競爭力，加上
市場對節能及儲能裝置的需求與日俱增，本集團與新客戶之合作可望於二零一二
年落實，並因此帶來額外溢利貢獻。於二零一二年，歐元區成員國之宏觀經濟環
境極可能持續疲弱，而中國大陸政府亦可能加大收緊貨幣政策之力度，面對此等
經濟考驗，其中一項管理重點為強化本集團之現金及流動資金狀況，有關措施包
括收緊信貸監控及加快向客戶收回應收賬款、降低存貨水平及延長本集團主要供
應商所授予之信貸期。管理層預期收緊營運資金及調撥更多資金應付營運所需及
供未來業務擴展之用。本集團將執行及加強成本控制措施，務求提高其成本競爭
力。

隨著本集團三大產品系列支柱準備就緒，未來的增長將在多方面及多方向發展。
乘著加強研發能力之發揮，本集團相信此等多元發展動力將為其帶來持續業務增
長之裨益，進而為其股東創造理想回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僱用83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79名）僱員，包括所有中國大陸及海外辦事處之僱員在內合共約3,278名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19名）僱員。本集團薪酬政策以公平、具獎勵
性、論功行賞，及薪酬方案緊貼市場水平為原則。薪酬方案通常會予以定期檢
討。除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與表
現掛鈎之花紅。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採納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此項
除外：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以指定任期委任，惟
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條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於
本年度內符合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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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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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以規管董事所進行之證券交易。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
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非由本公司前任或現任核數師所僱
用，與彼等亦無聯繫。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已就本集團本年度的
初步業績公佈中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
羅兵咸永道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聘用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
核證。

建議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擬以現金派發本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合共14,373,000港元，將向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建議之本年度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方可作實，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四）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確定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之權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四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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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辦理登記手
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確
定收取末期股息之權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
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見上文），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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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進一步之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全部資料之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度報告，將於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或以前寄發給本公司股東並且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manyue.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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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所有股東、業務夥伴、銀行及客戶給予本集團之一貫
支持。同時，本人亦由衷感謝董事會仝人、高級管理層及全體員工一直以來對本
集團作出之忠誠服務及竭力貢獻。

承董事會命
萬裕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紀楚蓮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紀楚蓮女士、陳宇澄先生、高伯安先生
及王晴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秀恒博士、羅國貴先生及馬紹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