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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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JU T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336）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年度全年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或「巨騰巨騰巨騰巨騰」）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會會會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8,234,507 7,166,213 

銷售成本  (7,366,615) (6,244,230)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867,892 921,983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64,760 29,190 

銷售及分銷成本  (97,877) (63,389) 

行政開支  (478,112) (416,280) 

其他開支  (17,252) (15,394) 

融資成本 4 (45,125) (34,56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7,178) (1,241)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287,108 420,305 

所得稅開支 6 (50,361) (65,302)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236,747 355,003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6,625 331,189 

    非控制權益  (19,878)       23,814   _________ _________ 

  236,747 355,003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港仙）  22.7 29.6 
  ▆▆▆▆▆▆▆▆▆▆▆▆▆▆▆ ▆▆▆▆▆▆▆▆▆▆▆▆▆▆▆   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港仙）  22.6 28.4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擬付股息詳情披露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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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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236,747 355,003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34,967 179,219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22,037) (13,612) 

    所得稅影響  7,001 2,295   _________ _________ 

  (15,036) (11,317)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  219,931 167,902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  456,678 522,905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32,109 463,745 

    非控制權益  24,569       59,160   _________ _________ 

  456,678 522,905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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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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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4,675 4,742,126 土地地租  169,154 95,675 商譽  37,894 37,89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772) 6,38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309,492 148,985 可供出售投資  24,768 41,681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值  6,345,211 5,072,749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029,348 1,028,719 應收貿易款項 9 2,731,863 2,472,934 已保理應收貿易款項 9 - 26,0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58,292 409,719 衍生金融工具  9,970 17,616 已抵押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43,347 21,68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54,492 862,150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值  5,027,312 4,838,853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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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795,876 1,581,3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21,614 834,541 應付稅項  130,492 119,506 已保理應收貿易款項的銀行墊款 9 - 26,033 計息銀行借貸  540,877 760,690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值  3,388,859 3,322,070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1,638,453 1,516,783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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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3,664 6,589,532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2,081,154 1,352,763 遞延稅項負債  3,799 11,280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值  2,084,953 1,364,043   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5,898,711 5,225,489 
  ▆▆▆▆▆▆▆▆▆▆▆▆▆▆ ▆▆▆▆▆▆▆▆▆▆▆▆▆▆   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11,897 113,291 儲備  4,540,255 4,184,984 建議末期股息 7 89,518 90,633   _________ _________ 

  4,741,670 4,388,908 
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157,041 836,581   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值  5,898,711 5,225,489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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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及及及及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 

 

該等財務資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香港財務報告準香港財務報告準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則則則」，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並且採用歷史成本慣例

編製，惟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值計量。該等財務資訊以港元（「港港港港

元元元元」）呈報，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約整至千位。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資訊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

無需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披露比

較資料之有限豁免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 號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發行權益工具以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包括於二零一零年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倘適用，包括其他準則）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a)(a)(a) 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24242424號號號號（（（（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有關連人士披露有關連人士披露有關連人士披露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新定義強調關連

人士關係之對稱性，並闡明人士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一家實體的關連方關係之

情況。該經修訂準則亦引入報告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響的實體進行交易之一般關連人士披露規定之豁免。關連人士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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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以反映該經修訂準則有關關連人士定義變動。採納該經修訂準則對本

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b) (b) (b)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載列對若干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條文。採納部份修訂可能會導

致會計政策變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

響。最適用於本集團之主要修訂之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該修訂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取消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

不適用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之

業務合併之或然代價。 

 

 另外，該修訂限制非控制權益計量選擇之範圍。只有屬現時擁有之非控制權

益成份，並賦予擁有人權利，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資產淨值，方會

按公平值或現有所有權工具分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之比例計量。除非

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基準，所有其他非控制權益成份

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 

 

該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之股份形式款項獎勵之

會計處理方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該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入各成分之分

析，可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

其他全面收入各成分之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該修訂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27

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作出之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時（以較早者為準）

應用。 

 

 
 
 
 
 
 
 
 
 
 
 
 



- 6 - 

2.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生產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根據管理用途，本集團以其外殼產品經營

單一業務，及只有一個可呈報的業務分部。 

 
以上可呈報的業務分部並無合計其他業務分部。 

 
地區資料 

 

(i) 來自外界客戶的分部收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香港除外） 7,397,371 6,799,129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242,868 194,031 

 其他  594,268 173,053    _________ _________ 

   8,234,507 7,166,213 
  ▆▆▆▆▆▆▆▆▆▆▆▆▆▆▆ ▆▆▆▆▆▆▆▆▆▆▆▆▆▆▆    _________ _________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區作出。 

 
(ii)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6,219,844 4,919,834 

中華民國  125,307 152,885 

其他  60 30    _________ _________ 

   6,345,211 5,072,749 
  ▆▆▆▆▆▆▆▆▆▆▆▆▆▆▆ ▆▆▆▆▆▆▆▆▆▆▆▆▆▆▆    _________ _________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區作出。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四大客戶的銷售收入約為 

2,783,647,000 港元、2,166,598,000 港元、1,060,433,000 港元及 979,844,000 港元

，包括向該等客戶受共同控制的實體的銷售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三大客戶的銷售收入約為 

2,559,180,000 港元、1,955,742,000 港元及 1,206,679,000 港元，包括向該等客戶受

共同控制的實體的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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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相等於本集團的營業額，即已出售貨品的發票價值減去增值稅、營業稅及政府徵

稅、退貨及交易折扣的數額，並且已撇銷集團公司間的重大交易額。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銷售貨物  8,234,507 7,166,213 
  ▆▆▆▆▆▆▆▆▆▆▆▆▆▆▆ ▆▆▆▆▆▆▆▆▆▆▆▆▆▆▆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 

利息收入  14,000 12,118 

 股息收入  1,373 2,735 

 津貼收入  2,449 4,849 

 兌換收益  33,917 - 

 其他  13,021 9,488    _________ _________ 

   64,760 29,190 
  ▆▆▆▆▆▆▆▆▆▆▆▆▆▆▆ ▆▆▆▆▆▆▆▆▆▆▆▆▆▆▆    _________ _________ 
 
 

4.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45,125 34,564    _________ _________ 

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負債利息支出總額                  45,125 34,564 
  ▆▆▆▆▆▆▆▆▆▆▆▆▆▆▆ ▆▆▆▆▆▆▆▆▆▆▆▆▆▆▆    _________ _________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7,350,458 6,195,873 

 折舊  490,550 414,711 

 土地地租攤銷  2,359 3,2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9,013 9,996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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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在香港獲得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二零一零年：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司法管轄區

既有的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有關司法管轄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撥備 

    即期－中國（香港除外） 

                本年度開支  37,489 47,95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16) 4,726 

    即期－海外 

                 本年度開支  31,927 11,78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928) 1,771 

 
  退稅  (7,331) (492) 

  遞延稅項  (480) (446)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50,361 65,302 
  ▆▆▆▆▆▆▆▆▆▆▆▆▆▆▆ ▆▆▆▆▆▆▆▆▆▆▆▆▆▆▆    _________ _________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8 港仙 

  (二零一零年:8 港仙)  89,518 90,633 
  ▆▆▆▆▆▆▆▆▆▆▆▆▆▆▆ ▆▆▆▆▆▆▆▆▆▆▆▆▆▆▆    _________ _________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56,625,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331,189,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30,677,436股（二零一

零年：1,119,173,332股）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56,625,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331,189,000港元）計算。用作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1,130,677,436股（二

零一零年：1,119,173,332股）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與用作計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

均數相同，而於所有具攤薄影響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為普通股時而不收代價發行的股

份加權平均數為4,118,368股（二零一零年：47,855,09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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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所給予信貸期一般介乎90至 120天。應收貿易款項不計利息。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的應收貿易款項及已保理應收貿易款項帳齡分析如

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個月內  2,187,962 1,712,833 

 4 至 6個月  529,699 744,594 

 7 至 12個月  12,505 13,244 

 超過 1 年  1,697 2,263    _________ _________ 

   2,731,863 2,472,934 
   ▆▆▆▆▆▆▆▆▆▆▆▆▆▆▆ ▆▆▆▆▆▆▆▆▆▆▆▆▆▆▆    _________ _________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保理應收貿易款項 

 3個月內  - 17,881 

 4 至 6個月  - 8,152    _________ _________ 

   - 26,033 
   ▆▆▆▆▆▆▆▆▆▆▆▆▆▆▆ ▆▆▆▆▆▆▆▆▆▆▆▆▆▆▆ 

 
並無個別或集體被視為減值的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的帳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概無逾期及減值  2,544,982    2,236,165 

逾期 1 至 3個月  176,440 228,890 

逾期 4 至 6個月  4,459 4,824 

逾期 7 至 12個月  5,982 902 

超過 1 年  - 2,153    _________ _________ 

   2,731,863 2,472,934 
   ▆▆▆▆▆▆▆▆▆▆▆▆▆▆▆ ▆▆▆▆▆▆▆▆▆▆▆▆▆▆▆    _________ _________ 

 
概無逾期及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近期並無欠款紀

錄。 

 
已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與大量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於本集團有良好往績

紀錄。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皆因該等客戶的信

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而餘額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措施。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保理應收貿易款項以附追索權方式向銀行

保理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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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帳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401,440 1,233,995 

 4 至 6個月  373,669 320,505 

 7 至 12個月  7,360 10,478 

 超過 1 年  13,407 16,322    _________ _________ 

   1,795,876 1,581,300 
   ▆▆▆▆▆▆▆▆▆▆▆▆▆▆▆ ▆▆▆▆▆▆▆▆▆▆▆▆▆▆▆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利息，且一般須於90至120天結算。 

 
 
11.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通股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每股面值 0.1 港元   200,000  200,000 
    ▇▇▇▇▇▇▇▇▇▇▇▇▇▇▇ ▇▇▇▇▇▇▇▇▇▇▇▇▇▇▇       _________ _________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118,972,000(2010:1,132,914,000) 股    

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111,897          113,291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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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股本變動如下: 
  已發行   
  每股面值   
                                                               0.1 港元的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117,898,000 111,790 656,571 768,361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行使 
   之購股權*  15,016,000     1,501 21,923   23,424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1,132,914,000 113,291 678,494 791,785 
 
  轉撥自僱員以股份為基礎 
   補償儲備  - - 11,643 11,643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132,914,000 113,291 690,137 803,428 
 
 購回股份**  (13,942,000) (1,394) (17,897) (19,291)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1,118,972,000 111,897 672,240 784,137 
 
 購回股份開支  - - (85) (85)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18,972,000 111,897 672,155 784,052   ▇▇▇▇▇▇▇▇▇▇▇▇▇▇▇▇▇▇▇▇ ▇▇▇▇▇▇▇▇▇▇▇▇▇ ▇▇▇▇▇▇▇▇▇▇▇▇▇ ▇▇▇▇▇▇▇▇▇▇▇▇▇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行使購股權，以每股 1.56 港元

發行 15,016,000 股股份，導致以總代價 23,424,000 港元（扣除開支前）發行每股

面值 0.1 港元共 15,016,000 股股份。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為數 11,643,000 港元的

金額已由僱員股份報酬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 於本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購回其本身之普通 

股詳情如下： 

 購回股份 每股付出 每股付出 付出價格 

年 / 月 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總額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 1,318,000 1.49 1.42  1,923 

二零一一年十月 11,624,000 1.50 1.29  15,930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1,000,000 1.48 1.42  1,438    _________  _________ 

 13,942,000      19,291 
     ▇▇▇▇▇▇▇▇▇▇▇▇▇▇▇      _________   

     購回股份之總開支  85      _________ 
 

      19,376 
       ▇▇▇▇▇▇▇▇▇▇▇▇▇▇▇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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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之股份已註銷，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相應減少該等股份之面值。購回股份之已

支付溢價17,897,000港元已計入股份溢價帳。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 

 

二零一一年，歐債風暴越演越烈，橫掃歐洲多國，令環球經濟復甦無力，削弱消費者信心，

更打擊了筆記本電腦在歐美市場的銷售，幸而中國市場表現優秀，其他新興市場如印尼、巴

西的銷售增長也叫人眼前一亮，令全球筆記本電腦的銷售總數較上年度有所上升。巨騰作為

全球筆記本電腦機殼的龍頭企業，全力發揮競爭優勢，成功令本年度的營業額保持增長。惟

傳統筆記本電腦於年內的營銷一直處於低迷狀況，其銷量及價格均受制於平板電腦的大行其

道，因此巨騰所生產的機殼價格也受壓，但經營成本卻於同期上升，因而導致本集團的盈利

出現下挫。 

 

本年度，本集團擁有七間廠房，總產能達到8,500萬套。本集團所銷售的筆記本電腦機殼仍

然以塑膠外殼為主，但金屬外殼在全年營業額所佔的比例已逐漸提升，反映本集團於二零零

九年收購鎂合金外殼製造商華元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資正逐步取得成果。 

 

為了配合金屬外殼產能的擴展計劃，本集團於本年度積極增購電腦數值控制機台，至年底已

超逾2,000台，其主要功能為切割及打磨。由於金屬外殼的平均售價較塑膠產品為高，本集

團大力促進金屬外殼的生產業務，有助提昇整體業務的盈利表現。 

 

本年度，本集團在四川省內江市興建新廠房，製造塑膠及金屬外殼的擴產計劃也進展順利，

投資額達約4,000萬美元的第一期工程已經竣工，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正式投產，初期年產

能為約300萬套。隨著四川廠房的啟用，本集團不但可以透過吸納中國西部的民工，解決沿

海城市製造業過去數年來面對勞工短缺的問題，更可節省工資成本，並獲當地市政府提供補

貼優惠政策，以加強業務的盈利能力。 

 

展望來年，巨騰仍會擴張產能，特別是在金屬外殼方面，因而計劃增購1,000台電腦數值控

制機，以期於二零一二年把金屬外殼產品在本集團營業額佔有比率進一步提升，並改善整體

業務的毛利率。此外，本集團也將投資約4,000萬美元於四川廠房的第二期工程，預計二零

一二年底完工後年產能可達600萬套，新生產線可同時生產塑膠及金屬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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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認為上述產能擴張計劃，可有效配合本集團未來的業務發展步伐，特別是在超極

（Ultrabook）本機殼的生產方面，以推動整體營業額再創新高。預期超極本有助推動筆記本

電腦產業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的發展，帶動換機潮，以幫助業者改善邊際利潤。為了

迎合筆記本電腦品牌推售超極本的業務需求，本集團已經向客戶提供了不少機殼解決方案，

並接獲了相關產品的訂單，預期可於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出貨，對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作出貢獻。 

 

本集團也將貫徹提升毛利率的業務策略，在二零一二年推出更多訂價較高的新產品。此外，

本集團會就勞工成本上漲的問題與客戶商議，尋求提高機殼產品訂價的空間。藉著以上擴產

及提高產品平均售價的計劃，集團期望二零一二年的毛利率可進一步獲得改善，令收入及盈

利一起成長。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本年度，雖然歐債霾籠罩環球經濟，影響筆記本電腦在已發展國家的銷情，以中國為首的新

興市場表現郤一枝獨秀，幫助筆記本電腦的全球銷售保持增長，而本集團的營業額也增加了

約14.9%至約8,23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 7,166,000,000港元），創歷史新高。但是

平板電腦的崛起，卻令到筆記本電腦的平均售價下滑，加上勞工成本上漲和人民幣升值，令

集團的總體毛利率下降至約10.5%（二零一零年 : 12.9%） 

 

本集團的經營成本及其他經營開支（包括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成本及其他開支）上升約

19.8%至約59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95,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7.2%

（二零一零年：6.9%）。 

 
本年度，由於銀行貸款上升，融資成本約4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5,000,000港

元），較二零一零上升約30.6%。 

 
本年度，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5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31,000,000港元），較

去年下跌約22.5%，溢利下跌主要因為本集團毛利率下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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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2,62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113,0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約24.1%。本

集團的銀行借貸包括一年內到期的短期貸款及三年期循環銀團貸款。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其中帳面值約2,60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110,000,000港元）及約1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港元）分別以美元及新台幣結算。 

 
本年度，由於經營活動之除稅前溢利下跌和應收貿易款項上升，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

流由二零一零年約1,097,000,000港元下降至約687,000,000港元。因購入固定資產以擴充金

屬外殼的產能和興建於四川的新廠房，本集團錄得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

1,618,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70,000,000港元）。本年度，由於新增銀行貸款作擴

充融資，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約69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76,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654,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2,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銀行借貸總額約2,62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113,000,000港元）除以總資產約11,37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9,912,000,000港元）計算之本集團借貸比率為23.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3%）。由於貸款增加，借貸比率上升。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任何租賃土地與樓宇及機器用作抵押本集團銀行

信貸之擔保（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附屬公司的股票已經抵

押作為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結算，而本集團大部分開支以人民幣為主，人民幣升值將對本

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本集團已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減低美元兌人民幣價

值波動而可能引致的匯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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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2,000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000名僱員）。本集團錄得僱員成本約為 1,479,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1,155,0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與目前市況看齊，並按照個人表現調整。薪酬福利及政策會定期檢討，並

根據評核本集團的表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後，向僱員支付酌情花紅。本集團為香港僱員設立

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且按中國的適用法律及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提供福利

計劃。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收購土地樓宇及機器的未在財務資料撥備的已訂

約資本承擔約為56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0,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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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於香港交易所合共購回13,942,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總代價（扣除開支

前）為19,291,000港元。 

 
購回的細節如下： 
          每股普通股購買價  

 購回普通股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購回之月份 股份數目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 1,318,000  1.49  1.42  1,923 

二零一一年十月 11,624,000  1.50  1.29  15,930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1,000,000  1.48  1.42 1,438   _________  ______ 

總計 13,942,000    19,291 
 ▇▇▇▇▇▇▇▇▇▇▇▇▇▇▇     _________   

                      購回股份之總開支 85     ______ 
 

                    19,376 
    ▇▇▇▇▇▇▇▇▇▇     ______ 
 
 

 

所有13,942,000股購回普通股已於年度內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減去該等已註銷購

回普通股之面值。 

 
上述購回乃由董事根據股東之授權進行，旨在提高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符合股東

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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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均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

證券。 

 
 

末末末末期股息期股息期股息期股息 
 
董事建議就截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8港元（ 二零一零年:每股0.08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務請股東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及有關股票必須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在通過決議批准派發末期股息之條件下，本公司亦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二

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的末期股息 (大概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支付)，務請股東確保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及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

份登記分處上述地址。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相信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守則對其穩健發展及業務所需相當重要，故積極制訂恰當稱

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香港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本公司定期審核其企業管治慣例，以確保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整個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

定。 

 

第第第第 A.2.1 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 A.2.1 條守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權應有區分，不得由一人同時

兼任。鄭立育先生為董事會主席，惟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栽。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管理及執

行董事會指示與指令均由本集團管理層（包括本集團部份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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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將本集團不同範疇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由擁有不同經驗及資歷的高級管理人員處

理，本集團可提高實行業務計劃的效益及效率。 

 

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管理架構，並於有需要時作出適當改變並通知股東有關事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認為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及行為守則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準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截止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資料及業績。 

 
 

刊刊刊刊發全年業績和年報發全年業績和年報發全年業績和年報發全年業績和年報 
 
全年業績公布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juteng）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二零一一年度年報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稍後亦可在本公

司及聯交所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鄭立育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鄭立彥先生、黃國光先生、謝萬福先生、羅榮德先

生及徐容國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蔡文預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