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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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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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8）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元列示）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繼續營業部門

營業額 2 128,788 39,522

銷售成本 (95,185) (26,386)

毛利 33,603 13,136

其他收益 3 27 —
其他淨收入╱（虧損） 4 15,458 (1,354)
分銷成本 (11,790) (1,989)
一般及行政費用 (18,245) (9,117)
其他經營開支 (75) (17)

除稅前溢利 5 18,978 659

所得稅開支 6(i) (2,841) (944)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之溢利╱（虧損） 16,137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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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繼續營業部門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虧損）╱溢利 
（扣除所得稅後） 7 (5,214) 77,498

本年度溢利 10,923 77,213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923 77,213

本年度溢利 10,923 77,213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人民幣元）
— 來自繼續及非繼續營業部門 10 0.01 0.13

—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 10 0.0206 (0.0005)

—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 10 (0.0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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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元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10,923 77,21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境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之匯兌差異 71 1,680

現金流量套期：套期儲備淨變動數 17,884 (1,63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8,878 77,260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878 77,26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8,878 7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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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元列示）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84 1,640
無形資產 8,349 11,954
商譽 11 19,541 19,541
遞延稅項資產 346 168

31,520 33,303

流動資產
存貨 3,122 3,32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48,128 37,287
衍生性金融工具 4,263 6,4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38 10,675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資產 8 — 3,223,865

65,851 3,281,5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4 5,975 7,968
應付所得稅 6(iii) 1,953 2,850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負債 8 — 2,517,214

7,928 2,528,032

流動資產淨值 57,923 753,5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443 786,849

非流動負債
承付票據 15 59,658 77,287

59,658 77,287

資產淨值 29,785 709,56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7,740 5,962
儲備 22,045 703,600

權益總額 29,785 70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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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以人民幣元列示）

1. 主要會計政策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
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以經綜合及修訂者為準）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台一國際（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台一國際（英屬維京
群島）」）、啟富控股投資有限公司 (Affluent Start Holdings Investment Limited)（「啟富」）、許守信先生、
景百孚先生及本公司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及認購協議（「協議」），據此，啟富同意向台一國際（英屬維京群
島）收購195,487,000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約32.79%），並按每股本公司股份港幣
0.06元之現金代價認購210,000,000股新股份（佔本公司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約35.23%及佔經認購新股份擴
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6.05%）。協議須待建議重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集團重組」）完
成後，方可完成。

根據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完成之集團重組，本公司已將其於台一銅業（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及
Unit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透過該兩間公司持有其全部裸銅線及電磁線業務之權
益）之全部股權轉讓予Tai-I International Bermuda Co., Ltd.（「台一百慕達」，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本公司並於台一銅業（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同意下，將
結欠台一銅業（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之公司間結餘轉讓予台一百慕達，代價為港幣1.00元。

由於集團重組之完成，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 (i)在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之軟件業務；及 (ii)台一百
慕達及其附屬公司繼續經營銅線業務，即在中國製造及銷售裸銅線及電磁線之業務。

於集團重組及協議完成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將其所有台一百慕達股份按比例分派予本
公司股東（「實物分派」）。實物分派須待本公司之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告完成。

協議及實物分派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以通過決議案之方式批
准。根據獨立股東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協議及實物分派已獲
批准。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協議及實物分派已完成。因此，啟富持有405,487,000股本公司股份
並成為本公司之控股公司，而本公司股東按所持一股本公司股份獲發一股台一百慕達股份之基準收取台
一百慕達股份。

集團重組、協議及實物分派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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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名稱由「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更改為「企展
控股有限公司」。

(a) 遵例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依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佈的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規定。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要載列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附註1(c)提供關於首次應用此等變
化產生的任何會計政策變動，惟以於該等財務報表所反映本會計期間及之前會計期間與本集團相
關者為限。

(b)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本集團於聯
營公司之權益。

誠如下文會計政策所解釋，除衍生性金融工具和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非衍生金融工具按照公平值列
示外，財務報表乃以過往成本為編製基礎。

非流動資產及持有作出售或分派之出售組別按賬面值與公平值減銷售或分派成本之較低者入賬。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可影響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
及開支之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估計及相關之假設根據過往經驗，以及多項在此情
況下相信屬合理之其他因素而作出，有關之結果構成對未能在其他資料來源顯示之資產及負債之
賬面值作出判斷之基礎。實際結果可能與有關估計有所不同。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予以審閱。會計估計變更在變更當期（如果變更只影響當期）或者在變
更當期以及未來期間（如果變更對當期以及未來期間都有影響）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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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訂詮釋，該等修訂及詮釋於
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修訂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關聯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一零年）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4號之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9條 — 界定福利資產之限
制、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 預付最低資金規定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4號之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因為這些修訂
與本集團已採納之政策一致。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仍未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重要
影響，因為該等變更將首次於本集團訂立一項相關交易（如由債轉股）時生效。

該等變動之影響討論如下：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對關連人士之定義作出修訂。因此，本集團已重
新評估關連人士之識別方法，並認為該經修訂定義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關連人士
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亦對政府相關實體之披
露規定作出修改。由於本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實體，故此修訂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綜合準則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
之披露規定作出多項修訂。有關本集團財務工具的披露已與經修訂的披露規定相符。該等修
訂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於財務報告內確認金額之分類、確認及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裸銅線及電磁線之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加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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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確認之各主要收益類別之金額如下：

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 124,965 36,694
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 3,823 2,828

128,788 39,522

非繼續營業部門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裸銅線銷售 522,166 5,264,132
電磁線銷售 277,355 1,977,354
加工服務 738 14,593

800,259 7,256,079

(b) 分部報告

按分部管理其業務，各分部主要按業務範疇組織。按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而向董事會作內部資料
呈報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以下三個須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須報告分
部。

繼續營業部門：

• 軟件業務：於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非繼續營業部門：

• 裸銅線：裸銅線之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裸銅線加工服務。

• 電磁線：電磁線之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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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配置分部資源，董事會按以下基準監控各須報告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
債：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遞延稅項資產及
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製造及銷售活動應佔之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應
付票據，以及分部直接管理之銀行貸款。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因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分配至各須報告
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衡量指標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在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利時，本集團
之溢利會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董事及核數師酬金
及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成本）作進一步調整。分部間銷售定價根據外部相似訂單價格確
定。

由於超過90%銷售額在大陸市場產生，因此對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及對分部資產賬面
值與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分析並未按區域呈列。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本集團須報告分部向董事會所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
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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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業務
裸銅線

（非繼續營業）
電磁線

（非繼續營業）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止 二零一零年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28,788 39,522 522,904 5,278,726 277,355 1,977,353 929,047 7,295,601
分部間收益 — — 204,165 1,749,533 — — 204,165 1,749,533

須報告分部收益 128,788 39,522 727,069 7,028,259 277,355 1,977,353 1,133,212 9,045,134

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 
（虧損）） 12,038 5,639 (13,012) 25,129 6,276 56,060 5,302 86,82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7 17 732 9,327 55 715 814 10,059

利息支出 — — 5,771 30,471 4,112 26,411 9,883 56,882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4,537 2,378 — 11,032 — 19,691 4,537 33,101

須報告分部資產 70,684 64,338 — 2,378,787 — 1,222,487 70,684 3,665,612

本年度╱期間新增非流動 
分部資產 2,581 15,975 371 1,871 6 8,675 2,958 26,521

須報告分部負債 7,072 9,745 — 2,334,999 — 836,183 7,072 3,180,927

本集團業務營運主要位於中國。年內，本集團大部分非繼續營業之產品出售予客戶進行深加
工，最後出口至海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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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須報告分部收益、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須報告分部收益 1,133,212 9,045,134
分部間收益抵銷 (204,165) (1,749,533)
非繼續營業部門 (800,259) (7,256,079)

總計 128,788 39,522

除稅前溢利
須報告分部除稅前溢利 5,302 86,828
分部間虧損抵銷 2,144 2,508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須報告分部溢利 7,446 89,33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41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收入╱（開支） 7,262 (4,980)
非繼續營業部門之虧損╱（溢利） 4,270 (84,113)

總計 18,978 659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70,684 3,665,612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 (653,968)

70,684 3,011,64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9,166
遞延稅項資產 346 20,58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26,341 263,485

總計 97,371 3,314,881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7,072 3,180,927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 (653,968)

7,072 2,526,959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60,514 78,360

總計 67,586 2,60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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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

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7 —

27 —

非繼續營業部門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170 10,865
政府補貼 — 3,233
其他 14 603

1,184 14,701

4. 其他淨收入╱（虧損）

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淨虧損 (2,167) (1,101)
承付票據之公平值變動 17,629 (150)
淨匯兌收益╱（虧損） (4) (120)
其他 — 17

15,458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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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繼續營業部門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匯兌虧損 1,712 29
廢料銷售（虧損）╱收益 (314) 1,0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349)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淨收益╱（虧損） 518 (5,882)

1,916 (5,183)

5. 除稅前溢利

扣除以下支出後得到除稅前溢利：

(i) 融資成本

非繼續營業部門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費用 9,883 56,882
信用證手續費 1,141 6,846

11,024 63,728

(ii) 人工成本

繼續營業部門 非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931 2,894 3,942 53,917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533 62 398 3,058

13,464 2,956 4,340 5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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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項目

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2,323 1,632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1,200 1,163
折舊 932 587
無形資產攤銷 3,605 1,803
存貨減值虧損費用 1,183 1,123
廠房經營租賃費用 3,092 1,112

非繼續營業部門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789,299 7,044,272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 3,184
折舊 — 29,887
租賃預付款攤銷 — 837
壞賬減值虧損 — 9,447
廠房經營租賃費用 49 1,815

6. 所得稅開支

(i)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開支指：

繼續營業部門 非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 中國
本年度撥備 (3,019) (1,112) (1,655) (2,860)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產生及撥回 178 168 711 (3,755)

(2,841) (944) (944) (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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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規則及條例，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百慕達及英屬
維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於本年度沒有香港利得稅撥備，因為本集團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

中國所得稅撥備根據有關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按中國境內子公司適用之有關企業所得稅率而
定。其中國子公司之法定所得稅稅率為25%。

北京東方龍馬軟件發展有限公司（「北京東方龍馬」）已獲有關當局認定為高技術企業，可就二零
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享有15%之優惠所得稅率。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和國稅發「2007」39號「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
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司（「台一江銅」）和台一銅業（廣州）有限公司（「台一銅業」）的適用所得稅稅
率將在五年過渡期內由15%增加到25%，其稅率分別為二零零九年20%、二零一零年22%、二零
一一年24%，以及自二零一二年起25%。

這些稅率用作計量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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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所得稅抵免與會計溢利╱（虧損）之調節如下：

繼續營業部門 非繼續營業部門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自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18,978 659 (4,270) 84,113

按有關稅項司法權區適用於本集團溢利
╱（虧損）之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
（虧損）名義稅項金額（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25%； 
非繼續營業部門：二零一一年：24%，
二零一零年：22%） (4,745) (165) 1,025 (18,505)
控股公司溢利╱（虧損）之影響 1,734 (929) (2,170) 56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之影響 — — — 92
不可稅前抵扣費用之影響 (152) (412) (13) (1,043)
就合資格費用作額外扣減之影響 — — — 2,502
稅率變動之影響 — — 214 477
稅項優惠之影響 322 562 — —
確認以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 — — 9,302

(2,841) (944) (944) (6,615)

(iii) 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稅項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負債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負債
（附註8） （附註8）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850 (6,361) — (1,284)
本年度計提所得稅撥備 3,019 1,655 1,112 2,860
收購附屬公司 — — 1,867 —
已繳款項 (3,916) — (129) (7,937)
實物分派 — 4,706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953 — 2,850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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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繼續營業部門

如附註1所述，實物分派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完成。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
十一日止期間構成非繼續營業部門之台一百慕達及其附屬公司之業績於下文載列：

非繼續營業部門之業績

附註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800,259 7,256,079
銷售成本 (789,299) (7,044,272)

毛利 10,960 211,807

其他收益 3 1,184 14,701
其他淨收入╱（虧損） 4 1,916 (5,183)
分銷成本 (2,321) (23,724)
一般及行政費用 (2,944) (42,190)
其他經營開支 (2,041) (7,986)

經營溢利 6,754 147,425

融資成本 5(i) (11,024) (63,728)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416

除稅前（虧損）╱溢利 (4,270) 84,113

所得稅開支 6(i) (944) (6,615)

本期間╱年度（虧損）╱溢利 (5,214) 7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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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繼續營業部門所得╱（用）現金流量
自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用淨現金 (278,696) (503,524)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淨現金 (230,500) 37,056
融資活動所得淨現金 519,029 397,401

本期間╱年度淨現金流量 9,833 (69,067)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有關實物分派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流出 (221,918)

8. 持有作分派予擁有人之資產╱（負債）

本集團已將其於台一百慕達之股權分派予其股東，及台一百慕達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分派日期之淨資產如下，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一百慕達及其附屬公司呈列為持有作分派之
出售集團並包括如下資產和負債：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8,635 408,258
租賃預付款 30,509 30,5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9,166 19,166
遞延稅項資產 20,099 20,418
存貨 341,956 242,83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1,844,831 1,498,749
衍生性金融工具 25,542 23,233
抵押存款 105,904 550,289
定期存款 447,646 218,3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918 212,085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資產 3,466,206 3,223,865

銀行貸款 (1,601,158) (1,541,93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4 (1,128,786) (947,979)
衍生性金融工具 (21,645) (33,663)
待抵扣所得稅 6(iii) 4,706 6,361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負債 9 (2,746,883) (2,517,214)

已分派淨資產 719,323

計入全面綜合收益之累計收益╱（支出） 17,62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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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實物分派（附註8） 719,323 —

719,323 —

根據本公司獨立股東在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之批准，以實物分配之方式支付非
現金特別股息生效。本公司按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每持本
公司一股普通股股份可獲一股台一百慕達股份之比例分派台一百慕達股份。本公司根據實物分派分派合
共596,158,000股台一百慕達股份股份。

1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收益
人民幣10,923,000元（二零一零年：收益人民幣77,21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782,568,959
股（二零一零年：596,158,000股）而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i)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之本年度溢利╱（虧損） 16,137 (285)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本年度（虧損）╱溢利 (5,214) 77,49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10,923 77,213

(ii) 股份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596,158,000 596,158,000
發行新股份之影響 186,410,959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股份加權平均數 782,568,959 596,158,00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發行的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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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購附屬公司及商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insino Investments Limited（「Winsino」）與Advance 
Mode Limited及盧啟邦先生訂立協議，據此，Winsino 同意收購亮暉控股有限公司（「亮暉」）之全部已發
行股本及Advance Mode Limited 向亮暉墊支之股東貸款人民幣60,000,000元（「收購」）。於二零一零年九
月十日收購完成後，亮暉及其附屬公司（「亮暉集團」）已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從事在中國
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內。盧啟邦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辭任執行董事之職務。

收購已使用購買法作會計處理。於收購日期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亮暉集團為本集團貢獻
除稅前溢利人民幣5,639,000元。本公司將購買價根據估計公平值分配至已收購可識別資產及已承擔負
債。管理層已根據獨立估值師進行之估值釐定已收購可識別資產及已承擔負債之公平值。有關收購已確
認約人民幣19,541,000元之商譽。下表概述於收購日期（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就收購已收購可識別資
產及已承擔負債之公平值之總購買價分配：

已收購可識別資產及
已承擔負債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8
無形資產(i) 13,757
存貨 3,87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6,328
衍生性金融工具(iii) 7,5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7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1,492)
應付所得稅 (1,867)

57,596
商譽 19,541

支付方法：承付票據(ii) 77,137

有關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流入 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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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收購所產生無形資產主要指1)已確認為商標之中國註冊東方龍馬品牌名稱為數約人民幣2,815,000
元，具有無限期之估計可使用年期；2)已確認客戶關係為數約人民幣7,262,000元，具有4年之估
計可使用年期；3)按收益法進行攤銷之未履行客戶合約為數約人民幣3,015,000元；及4)防火牆專
利為數約人民幣665,000元，具有1.5年之剩餘可使用年期。

(ii) 收購之代價以發行本金額為港幣96,000,000元之18個月承付票據之方式支付。承付票據金額初步
按其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記賬。

(iii) 收購所產生衍生性金融工具指Advance Mode Limited 於收購日期向本公司授出之認沽期權之估
計公平值。於認沽期權獲行使後，本公司有權於自收購日期起計18個月屆滿時或之前任何時間向
Advance Mode Limited轉讓全部已收購股份及股東貸款，而已發行承兌票據（附註15）將交回本公
司予以註銷。

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淨資產 — 19,166
收購產生之商譽 — 10,370

— 29,536

減：商譽減值 — (10,370)

— 19,166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資產（附註8） — (19,16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指於在中國設立的江西省江銅—台意特種電工材料有限公司（「江西台意」）之投資。
江西台意主要從事生產和銷售裸銅線及電磁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集團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United Development（非繼續經營部門）持有江西台意3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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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根據管理賬目（已予調整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披露聯營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概要：

資產 負債 收益 除稅後溢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00% 459,715 (395,830) 630,385 1,387
本集團之實際權益 137,915 (118,749) 189,116 416

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附註1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i) 20,419 17,229 682,152
應收票據 (i) — — 360,269

20,419 17,229 1,042,421

給予供應商之保證金及預付貨款 (ii) 24,551 16,090 344,723
其他應收款 3,158 3,968 60,922
衍生性金融工具保證金 — — 50,683

48,128 37,287 1,498,749

預計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能在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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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各報告期末，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發票日期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以內 7,088 9,756 512,776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9,915 4,400 409,164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3,166 1,982 117,132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164 486 814
超過2年 86 605 28,101

20,419 17,229 1,067,987

減：壞賬減值虧損 — — (25,566)

20,419 17,229 1,042,421

本年度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 25,566 — 37,254
本年度╱期間確認減值虧損 — — — 12,498
本年度╱期間由於收回而已轉回 — — — (3,051)
本年度╱期間已撇銷 — — — (21,135)
於實物分派時解除 — (25,566) — —

— — — 25,566

(ii) 根據與本集團最大供應商甲骨文（中國）軟體發展有限公司（「甲骨文」）簽訂之協議，本集團須預付
若干貨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甲骨文預付之款項約為人民幣24,322,000元（二零一
零年：人民幣15,912,000元）。該等預付款並無抵押，不計息，及在日後向甲骨文採購時將可用於
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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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附註1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i) 2,170 4,670 718,032
應付票據 (ii) — — 154,610

2,170 4,670 872,642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3,061 1,988 63,024
其他稅項╱應付款 744 1,310 12,313

5,975 7,968 947,979

估計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會於一年內支付。

於報告日期，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繼續

營業部門
持有作

分派之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3個月以內或按要求 2,170 4,670 812,154
超過3個月但於6個月以內 — — 59,910
超過6個月但於1年以內 — — 38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 — 105
超過2年 — — 435

2,170 4,670 872,642

(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支付應付賬款而簽發之若干信用證由抵押存款抵押。於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應付賬款之尚未支付信用證金額為人民幣299,446,000 元。

(i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支付之若干應付票據由本公司賬面價值為人民幣144,320,000元
之機器、設備及工具抵押。



— 25 —

15. 承付票據

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收購亮暉及其附屬公司而言，Winsino向盧啟邦先生全額控股公司Advance 
Mode Limited發行本金額為港幣96,000,000元之不可轉讓免息承付票據。承付票據須於發行日期起計
18個月期間屆滿後支付，除非Winsino 行使附註11(iii)所述之認沽期權，在該情況下，承付票據須退還
Winsino註銷。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Advance Mode Limited與Winsino訂立協議，據此，承付票據之到期日
將由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起計延長24個月。期內任何時間，全部或任何部分尚未兌換之承付票據概無應
付利息。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承付票據於初步確認時已由本公司指定為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承付票據的估計公平值根據承付票據的估計日後現金流量及適用貼現率使用貼現現金流
量模型計量。估計日後現金流量根據承付票據的合約條款釐定，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使
用之貼現率12.88%（二零一零年：9.22%）乃經參考可資比較業務之公佈利率估算。

承付票據於其發行日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之公平值約為人民幣77,137,000元，而其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約為人民幣59,658,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77,287,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承付票據因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未變現收益人民幣17,629,000元已於損益確認（二
零一零年：虧損人民幣150,000元）。

16. 股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港元 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596,158,000 5,961,580 596,158,000 5,961,580
已發行股份 (i) 210,000,000 2,100,000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806,158,000 8,061,580 596,158,000 5,961,580

人民幣 人民幣
等值金額 等值金額

7,739,650 5,96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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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已發行股份

繼該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完成後，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06元向啟富發行210,000,000股
新股份。認購導致股本及股份溢價賬分別擴大港幣2,100,000元（等於人民幣1,778,070元）及港幣
10,500,000元（等於人民幣8,890,350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收購亮暉集團，本集團有以下三個須報告分部：

• 軟件業務：於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 裸銅線：裸銅線之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銅線加工服務。

• 電磁線：電磁線之製造及銷售。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完成協議及實物分派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i)在中國提供綜合商
業軟件方案之軟件業務作為繼續營業部門（「軟件業務」）；及 (ii)在中國進行製造及銷售裸銅
線及電磁線之業務作為非繼續營業部門（「銅線業務」）。

營業額

軟件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人民幣128,788,000元（自二零一
零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人民幣39,522,000元），其中軟件保
養及其他服務營業額為人民幣124,965,000元（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人民幣36,694,000元），銷售軟件產品及其他營業額為人民幣3,823,000元
（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人民幣2,828,000元）。

銅線業務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
800,259,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7,256,079,000元）。裸銅
線、電磁線及加工服務收益分別為人民幣522,166,000元、人民幣277,355,000元及人民幣
73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為人民幣5,264,132,000元、人民幣
1,977,354,000元及人民幣14,59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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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軟件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33,603,000元（自二零一零年
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人民幣13,136,000元）。

銅線業務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10,960,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211,807,000元）。

其他淨收入╱（虧損）

軟件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其他淨收入約為人民幣15,458,000元（二零
一零年：淨虧損人民幣1,354,000元），主要歸因於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淨虧損人民幣2,167,000
元（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人民幣1,101,000元）、承
付票據公平值變動收益人民幣17,629,000元（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虧損人民幣150,000元）及匯兌淨虧損人民幣4,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120,000元）。

銅線業務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淨收入約為人民幣
1,916,000元，主要歸因於匯兌淨收益人民幣1,71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人民幣29,000元）、廢料銷售虧損人民幣31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收入：收益人民幣1,019,000元）及衍生性金融工具淨收益約人民幣518,000元（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淨虧損：人民幣5,882,000元）。

融資成本

銅線業務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
11,02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63,728,000元）。融資成本主
要來自利息費用人民幣9,883,000元及信用證費用人民幣1,141,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為人民幣56,882,000元及人民幣6,84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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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溢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年度溢利約人民幣10,923,000元（二零
一零年：人民幣77,213,000元），而來自繼續營業部門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6,137,000元，來自
非繼續營業部門的虧損約為人民幣5,214,000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股東權益報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年度溢利人民幣10,923,000元（二零一
零年：人民幣77,213,000元），而股東權益報酬率為36.67%（二零一零年：10.88%），股東權
益報酬率較去年增長25.79個點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由經營活動現金及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提供。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0,338,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0,675,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830.61%（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9.81%），淨資本負債率（總借款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質
押存款後除以資產總額之餘額再乘以100%計算）為50.65%（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61%）。

外匯

本集團之營業額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及現時毋須進行有關對沖。

資產質押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為取得一般銀行融資或短期銀行貸款而質押資
產及銀行存款。

資本架構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本集團的實體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務及股本結存將股
東回報提至最高。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債務（包括承付票據）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
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價、保留盈利及其他儲備）。本集團管理層通過考慮資本成本及與各
個類別資本相關的風險審閱資本架構。有鑒於此，本集團將透過支付股息、發行新股及贖回
現有債務而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於年內，本集團的整體策略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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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以台一百慕達
（本公司一間前全資附屬公司，其持有裸銅線及電磁線業務）股份之實物形式向其股東分派完
成（其後台一百慕達及其附屬公司不再為本集團成員公司）外，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附屬
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本開支主要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樓宇 — 10
機器、設備及工具 466 5,700
沖壓模具及模具 — 2,114
汽車及其他固定資產 2,115 853
在建工程 — 2,389

2,581 11,066

承擔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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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物業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的日後最低租金付款總額應
付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3,296 1,419
一年以上至兩年 2,203 826
兩年以上至三年 168 187

5,667 2,432

於本年度，本集團以經營租賃租用多項物業，該等租賃不包括或有租金。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00名全職僱員。僱員之薪酬組合乃經參考僱員表
現、經驗、彼等於本集團之職位、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而釐定。本集團持續向中國之員
工提供由中國地方政府設立的國家管理的社保福利計劃規管的退休、醫療、工傷、失業及生
育福利。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重大或有負債存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業務回顧

軟件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人民幣128,788,000元，原因為就
中國分銷的甲骨文數據庫產品提供升級及維護服務的業務出現持續增長。本集團亦向客戶提
供定製化應用開發作為增值服務，並銷售自身開發的防火牆及其他軟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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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實物分派完成後，本集團專注於其軟件業務。本集團是中國知名的
專業綜合商業軟件方案提供商，擁有大量使用甲體文資料庫的客戶群，以及一支能夠提供快
速、有效服務的資深技術團隊。

除現有之軟件業務外，本集團將積極物色其他商機，藉以實現業務多元化並為股東帶來回
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已符
合標準守則所載之交易標準。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述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之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
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偏離於下文解釋。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區分。在賈伯煒
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前，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一職，而景百孚先
生同時擔任兩個職位。董事會認為此並無損害職能及權力兩者間之平衡，而董事會由經驗豐
富的人才（其中包括充足之人數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故可確保有關職能及權力兩者間
之平衡。

除上述者外且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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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現時由
三位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庭樂先生（主席）、胡競英女士及張小滿先生所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委任行政總裁

董事會亦宣佈，為提升本集團之整體管理，本公司已委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賈伯煒先生為行
政總裁，由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起生效。

賈伯煒先生，現年45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彼於財務
及管理方面有豐富經驗。彼畢業於新疆財經學院貨幣銀行學系，於二零零零年獲其研究生學
歷。於二零零三年﹐彼獲得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賈先生有25年工作經
驗。彼曾於新天國際葡萄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以A股形式上市之貿易
公司）出任總經理及董事。賈先生亦為上海實業城市開發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
公司，股份代號﹕563）之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景百孚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為景百孚先生（主席）、賈伯煒先生（行政總裁）、
曾濤先生及林君誠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庭樂先生、胡競英女士及張小滿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