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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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準確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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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765）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以
及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及4 382,963 382,779
銷售成本  (324,373) (323,020)
   

毛利  58,590 59,759
其他（開支）收入淨額 5 (9,117) 10,248
分銷成本  (12,919) (14,279)
一項物業投資公平值之增加  884 –
行政費用  (42,215) (33,699)
財務費用 6 (478) (488)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5,255) 21,541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1,623 (154)
   

本年度（虧損）溢利  (3,632) 2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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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79 103
   

本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3,253) 21,490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613) 20,175
非控股權益  1,981 1,212
   

本年度（虧損）溢利  (3,632) 21,387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245) 20,268
非控股權益  1,992 1,222
   

本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3,253) 21,490
   

股息 9 9,414 20,688
   

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  (2.09仙) 7.27仙
   

攤薄  (2.09仙) 7.1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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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38,330 38,567
物業投資  8,500 –
遞延稅項資產  5,984 2,168
   

  52,814 40,735
   

流動資產
存貨  60,256 57,4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53,050 56,499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161 2,445
預付租金  – 6
可收回稅款  608 370
持作買賣之投資  68,025 72,910
衍生金融工具  622 248
抵押銀行存款  1,254 4,8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399 72,487
   

  245,375 267,2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55,151 45,556
衍生金融工具  3,692 3,009
稅項負債  2,373 2,347
銀行借款  25,670 27,750
   

  86,886 78,662
   

流動資產淨值  158,489 188,5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1,303 229,2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68 827
   

資產淨值  210,635 228,4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381 27,521

儲備  175,031 191,6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1,412 219,203

非控股權益  9,223 9,258
   

總權益  210,635 22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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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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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2.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於本年
度被本集團採用，及受影響之陳述和披露刊載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應用這些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當前和前幾年之財務業績及狀況產生影響，但可能會影響未
來之交易或安排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在以下
兩個方面已修訂：(a)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
九年經修訂）已經改變了關聯方的定義及(b)香
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介紹了
部分豁免政府相關實體的披露要求。

應用經修訂的標準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購股權發行分類
 （修訂本）

該修訂針對某些以外幣計價，作為權益工具或金
融負債之購股權發行分類。根據該修訂，公司
所發行之購股權、期權或認股證，使持有人以
任何貨幣固定金額購得實體之固定數量的權
益工具，均分類為權益工具，但該要約需以同
類別權益工具之所有現有持有人按比例分配作
出。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前，以任何貨幣
固定金額購得實體之固定數量的權益工具之購
股權、期權或認股證，均分類為𧗠生工具。該
修訂要求追溯應用。

該修訂的應用，對於當年和往年所報告之金額並
無影響，因為本集團並無發行這種性質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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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預付最低資金要求（修訂本）

該釋義針對當退款或削減未來供款，按照香港會
計準則第19號第58段應視為可供時，最低資金
要求如何會影響可供削減未來供款，及當最低
資金要求可能會引起負債。現在的修訂允許以
預付最低資金貢献形式，確認為資產。

該修訂的應用，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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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釋義為發行權益工具以清償金融負債的核算
提供指導。具體來說，根據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在其安排下
發行的權益工具將以其公允價值計量，任何
清償金融負債的賬面金額與所支付的代價之
間的差額，將在損益中確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的應用，對於當年和往年所報告之金額並無
影響，因為本集團並無參予任何這種性質的
交易。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應用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報告之金額並
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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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轉移之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協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之呈列5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修復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投資於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為首次採納者移除
  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之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和過渡披露
 第7號（修訂本）  強制性的生效期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增加了包括金融資產轉讓交易之披露要求。該等修訂旨在就於
金融資產被轉讓而轉讓人保留該資產一定程度的持續風險承擔時，提高風險承擔的透明度。
該等修訂亦要求於該期間內金融資產轉讓並非均衡分佈時作出披露。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預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將會影響本集團未來有關
金融資產轉讓之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對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的新要求。於二零
一零年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包括分類及金融負債的計量和終止確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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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要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所均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
圍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按其目標為收取
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所持有之債務投資，及合約現金流僅為支付尚未償還本金及其
利息款項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後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
及股權投資均於後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實體可以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在股權投資（即不持作買賣）公平值後續的變化，
在其他綜合收益中呈列，僅股息收入一般在損益中確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關於金融負債的分類和計量之最顯著效果，涉及到金融負債
（被指定為按公允價值通過損益）因負債之信用風險變化而引致公平值變動的呈列。具
體來說，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於金融負債被指定為按公平值通過損益，其
因負債的信用風險變化而引致公平值變動的金額，應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除非確認
負債其信用風險變化之影響於其他全面收益，會造成或放大損益表中之會計錯配。因
金融負債的信用風險而引致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以往，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被指定為按公平值通過損益之金融負債，其整個公平值的變化於損
益表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前
應用。

董事預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在未來可能會對有關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之報告金額產生影響。關於本集團之金融資產，除非直至完成詳盡的審查，否則提供該影響
之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籃子有關綜合，聯合安排，聯營公司及信息披露的五項標準頒佈，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香港會計
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和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這五項標準的關鍵要求如下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部分，處理綜合財
務報表及香港(SIC) －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函蓋了
控制的新定義，其包含三個要素：(a)對被投資單位的權力，(b)其參與被投資單位所得之變動
回報的風險或權利，以及(c)對被投資單位使用其權力的能力以影響到投資者的回報金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巳加入廣泛的指導，處理複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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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資企業之權益」和香港(SIC) －詮釋
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權益－由合營各方作出非貨幣性的貢獻」。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處理如
何分類由兩個或以上團體共同控制之聯合安排。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聯合安排按
各團體的權利和義務，分類為聯合業務或合資企業。相比之下，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
其有三種類型的聯合安排：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和共同控制業務。

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合資企業須使用權益會計法，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共同控制實體，可以使用權益法或比例法的會計方法核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是一項披露準則，其適用於擁有子公司權益之實體，聯合安排，聯
營公司及╱或非綜合結構之實體。在一般情況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披露要求比現
行標準更加廣泛。

此五項標準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提前應用亦是允許，但所有
該五項標準應用在同一時間提前應用。

董事預期此五項標準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開始之年度期間在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採用。此五項標準之應用，可能會對在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的金額有影響。然而，董事尚未
進行詳細分析了這些標準之應用所引致的影響，因此還沒有量化其影響程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條確立了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之單一來源指導。該標準定
義了公平值，建立了計量公平值的框架，並要求有關公平值值計量的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的範圍是廣泛的，除在指定情況下，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要求或允許有
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之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和非金融工具項目。在一般情況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披露要求比現行標準更加廣泛。例如，根據三個層次的公平值層級之
定量和定性披露，目前只規定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之金融工具適用。披露
將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擴大到包括所有資產和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前
應用。

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的年度期間在本集團的
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用。而新標準的應用，可能會對在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的金額有影響，並
引致在綜合財務報表內更廣泛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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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在呈列損益和其他綜合收益在一個單獨報表或兩個獨立但連續報
表，保留選擇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額外披露其他綜合收益的部分，因此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項目隨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及(b)項目在特定條件得到
滿足時，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須在同一基礎上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其他全
面收益項目的呈列，當該修訂應用於將來會計期間，將作相應的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一般原則內，提供了一個例外，遞延
所得稅資產和負債的計量應反映實體所預計收回資產賬面金額的方式而引致之稅務後果。
具體來說，根據該修訂，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
業，為計量遞延稅項，其收回被假設為透過出售，除非在某些情況下，該假設被推翻。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董事預期在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於將來報告期，可能會導致有關本集團投資物業，其賬面金
額假設透過出售收回，在往年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的金額需要調整。然而，董事尚未進行詳
細分析了這些標準之應用所引致的影響，因此還沒有量化其影響程度。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改變為界定福利計劃和辭退福利的會計處理。最顯著的變化，
涉及到界定福利義務和計劃資產變動的會計處理。該修訂要求確認界定福利責任及計劃資
產之公平值變動，當其發生時，從而消除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過往版本所允許之“走廊
法”。該修訂要求所有精算收益和損失立刻透過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使在綜合報表的財務狀
況內確認之淨退休金資產或負債，反映該計劃全部價值的赤字或盈餘。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需要追溯
應用（附有某些例外）。董事預期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將被應用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對本
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因為本集團沒有為員工運作界定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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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代表年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額（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81,761 97,985

包裝產品 50,309 63,057

PVC膠片及塑膠原料 52,752 65,360

玩具產品 198,141 156,377
  

 382,963 382,779
  

4. 分類報告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四個業務分類，分別為：奇趣精品及裝飾品之製造
及銷售、包裝產品之製造及銷售，PVC膠片及塑膠原料貿易，以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下述之分析乃按本集團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

二零一一年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81,761 50,309 52,752 198,141 – 382,963
分類間銷售 1 15,728 1,642 – (17,371) –
      

總收益 81,762 66,037 54,394 198,141 (17,371) 382,963
      

業績
分類業績 3,242 (2,744) (1,591) 17,675 – 16,582
     

投資虧損      (16,998)
一項物業投資公平值
 之增加      884
未分攤企業開支      (5,245)
財務費用      (478)
      

除稅前虧損      (5,255)
所得稅抵免      1,623
      

本年度虧損      (3,632)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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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54,663 50,557 17,784 92,372 215,376
未分攤企業資產     82,813
     

綜合總資產     298,189
     

負債
分類負債 37,168 8,508 7,295 28,563 81,534
未分攤企業負債     6,020
     

綜合總負債     87,554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591 739 2 9,265 10,597
折舊及攤銷 2,225 3,345 31 4,463 10,064
利息收入 21 32 2 18 73
預付租金轉撥 – –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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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消除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97,985 63,057 65,360 156,377 – 382,779

分類間銷售 88 19,371 1,063 – (20,522) –
      

總收益 98,073 82,428 66,423 156,377 (20,522) 382,779
      

業績
分類業績 2,395 436 1,546 10,826 – 15,203
     

投資收入      4,749

一項物業投資公平值之增加      –

未分攤企業收入      2,077

財務費用      (488)
      

除稅前溢利      21,541

所得稅開支      (154)
      

本年度溢利      21,387
      

分類間銷售乃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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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63,862 60,305 21,591 77,832 223,590

未分攤企業資產     84,360
     

綜合總資產     307,950
     

負債
分類負債 42,291 6,094 4,167 21,623 74,175

未分攤企業負債     5,314
     

綜合總負債     79,489
     

 奇趣精品  PVC膠片
 及裝飾品 包裝產品 及塑膠原料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705 1,735 7 4,966 7,413

折舊及攤銷 2,581 4,304 54 4,590 11,529

利息收入 30 12 1 11 54

預付租金轉撥 – – – 74 74
     

分類利潤即每一分類賺取之利潤而當中沒有分攤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投資及其他
收入、財務費用及所得稅開支。此分類報告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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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致監控分類間的分類表現和資源分配：

•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經營分部，持作買賣投資，其他金融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以個別分部所賺取的收益作為分配的基礎；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經營分部，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及借貸除外。為分部共
同承擔的負債按分部資產的比例分配。

地區分類

下列為本集團以地區分類之銷售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之銷售收入：

香港 100,970 149,726

歐洲 88,803 93,485

美洲 78,661 63,074

亞洲（除香港外） 105,368 62,998

其他地區 9,161 13,496
  

 382,963 382,779
  

下列為以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及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購置之賬面值分析：

  物業、機器設備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及儀器之購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70,322 191,402 7,620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27,867 116,548 2,977 7,400
    

 298,189 307,950 10,597 7,413
    

主要客戶資料

本集團最大客戶的銷售約港幣152,66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17,702,000元），乃來自玩具
產品銷售的收益約港幣198,14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56,37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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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開支）收入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回壞賬 283 759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股息收入 1,860 2,661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收益 2,676 –

利息收入 73 54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13,197) 1,96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309) 60

租金收入 116 608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已變現（虧損）收益 (5,355) 53

樣本銷售 337 342

廢料銷售 1,981 2,242

其他 2,418 1,502
  

 (9,117) 10,248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費用：
 銀行貸款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478 488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850 800

呆賬撥備 1,325 55

已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176,937 191,989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折舊 10,064 11,529

外幣兌換淨虧損 4,918 7,207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虧損 – 1,258

有關租賃物業之營運租金 6,188 5,511

預付租金轉撥 6 74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的開支 6,22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88,967 85,852

存貨之撇減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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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51 2,224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2,351 2,224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
 中國企業所得稅 1 –

 香港利得稅 – (2,149)
  

 2,352 7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975) 79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抵免）開支總額 (1,623) 154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年度已按預計之可課稅利潤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兩個年度的稅率乃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計算。

本年度之稅項支出與除稅前（虧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5,255) 21,541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之稅項 (867) 3,554

就稅務而言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193) (2,399)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支出之稅務影響 712 1,258

未確認之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1) (1)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508 47

動用早前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8 (11)

去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1 (2,149)

於中國經營之集團實體不同稅率之影響 209 (145)
  

本年度之稅項（抵免）支出 (1,62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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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已派每股港幣1.0仙（二零一零年：港幣1.0仙） 2,658 2,750

末期，已派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2.5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每股港幣6.5仙） 6,756 17,938
  

 9,414 20,688
  

隨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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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港
幣1.0仙（二零一零年：港幣2.5仙）以及一次性特別股息每股港幣10.0仙，有關股息派付須待股
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10.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虧損）盈利乃根據年內淨虧損約港幣5,613,00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20,175,000元溢利）及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計算基本每股（虧損）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68,829,032 277,627,214

就購股權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 4,671,307
  

計算攤薄後每股（虧損）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268,829,032 282,298,521
  

因為未行使之購股權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有反攤薄影響，年內並無每股攤薄虧損呈列。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貿易應收賬款 60,935 65,312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5,397) (15,696)
  

 45,538 49,61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512 6,883
  

 53,050 56,499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放賬期平均為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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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以期限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呆賬撥備之淨
額呈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0 – 60天 36,506 34,939

61 – 90天 2,998 6,394

91 – 120天 2,044 3,622

超過120天 3,990 4,661
  

 45,538 49,616
  

以上披露之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於本報告期末逾期之金額，該等金額本集團尚未確認為呆賬撥
備，因為信貸質素尚未有重大改變以及該金額仍考慮可被收回。本集團在這些結餘方面並無
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信貸優化，也並不擁有任何合法權利可予對方作出抵銷本集團所擁有之
任何金額。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
0 – 60天 6,032 3,723

61 – 90天 293 1,138

91 – 120天 79 19

超過120天 66 37
  

 6,470 4,917
  

以下為呆賬撥備之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初結餘 15,696 16,778

年內就呆賬撥備 1,324 55

年內已收回之金額 (283) (759)

年內已撇減之金額 (1,340) (378)
  

年末之結餘 15,397 1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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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定貿易應收賬款的可回收性，本集團由最初授予信貸至報告期末，考慮應收賬款的信貸
質量任何變化。由於客戶基礎廣闊及並無關連，信貸集中的風險有限。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
收賬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大概相當於其賬面值。

本集團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
0 – 60 天 – –

61 – 90 天 – –

91 – 120 天 – –

超過 120 天 15,397 15,696
  

 15,397 15,696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21,705 19,870
61 – 90天 1,621 979
91 – 120天 322 128
超過120天 544 355
  

 24,192 21,332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大概相當於其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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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本年度總營業額約港幣382,96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82,779,000

元），本年度淨虧損約為港幣5,61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0,175,000元溢利）。每
股基本虧損為港幣2.09仙（二零一零年：每股盈利為港幣7.27仙）。

末期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
1.0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2.5仙），將派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名列於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此項股息連同每股港幣1.0仙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
1.0仙）計算，令本年度之股息總額達每股港幣2.0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港幣3.5仙）。
為紀念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二十週年，董事會建議派發一次性
特別股息每股港幣10.0仙。待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上述末期
股息和特別股息將一起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或該日前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的資格，以及享有末期及特別股息，將
會截止過戶登記。該等截止過戶之詳情載列如下：

(i) 為確定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的資格：

遞交過戶文件登記之最後時間 –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起至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記錄日期 –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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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確定可享有末期及特別股息的權利：

遞交過戶文件登記之最後時間 –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 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星期三）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記錄日期 – 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於上述暫停辦理過戶期間，將沒有股份轉讓登記。為了有資格出席並於股東週年
大會上投票，並有可享有擬派發末期及特別股息之股東，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上述最後時間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由於歐洲主權債務違約風險，以及美國政府信用評級下調，二零一一年是全球金
融和非金融部分充滿挑戰的一年。量化寬鬆是解決問題其中的一個希望，結果，商
品價格持續高企。就本集團而言，若干業務範疇面對通脹成本以及價格激烈競爭
的問題。四個分類中，其中兩個息稅前業績錄得負數。此外，由於香港和中國股市
暴跌，於二零一一年投資活動也同時錄得兌現及未兌現虧損。然而，核心業務的整
體業績保持穩定及穩固，以及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仍然良好。

年內，本集團的營業收益仍然相當穩定，約港幣382,96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382,779,000元），及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約港幣5,613,000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20,175,000元溢利）。本集團年度業績下降主要由於來自投資的損失，連
同年內因授出購股權而增加約港幣6,220,000元的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二零一零年：
港幣零元）。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包括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虧損約港幣5,355,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53,000元溢利），持作買賣之投資公平值減少約港幣13,197,000元（二零一
零年：增加港幣1,967,000元）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減少約港幣309,000元（二零
一零年：增加港幣6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恆生指數收市指數
為18,434.39。自此，恆生指數已顯著反彈，因此本集團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也
相應增加。



22

此外，行政開支增加約25％至約港幣42,21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3,699,000

元）。該等增長主要是由於年內因授出購股權而產生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增
加約港幣6,22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零元）。

由於利率持續處於低水平以及本集團負債水平不變，財務費用進一步輕微減少約
2％至約港幣47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88,000元）。

未來計劃及前景

展望未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低利率水平將持續至二零一四年年底，連同
歐元區國家的努力，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有望解決。預期全球股市於二零一二年
開始復甦，以及集團之投資回報有望改善。

作為一項恆常之政策，本集團將繼續以手上的可運用資金尋找投資機會以強化股
東之回報，並向股東支付現金股息。

董事會有意減慢包裝製品的銷售和製造，以及塑膠原料向外部客戶之貿易，慨因
該兩項業務已無利可圖。我們將集中更有利可圖的領域發展，如玩具產品，並轉移
到需要更多技術基礎之製造生產。

儘管本集團若干些分類/細分類市場正處於夕陽階段，是集團業績表現的負累。由
於玩具分類穩定和持續增長，加上本集團財務狀況健康及持有投資可運用資金，
董事會對本集團將繼續為股東帶來合理的回報審慎樂觀。

分類經營結果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年內本部份之營業額下跌約17%及企穩在約港幣81,76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97,985,000元）的水平。儘管分部結果增加大概35％至約港幣3,242,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2,395,000元），由於仍在其創紀錄的低水平，因此並不令人滿意。於年內，
並沒有過往年度酌情花紅過度撥備之回撥（二零一零年：港幣1,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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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產品

包裝產品對外客戶之營業額進一步下跌約20%至約港幣50,309,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63,057,000元），而此分類之經營錄得約港幣2,744,000元之虧損（二零一零年：
港幣436,000元溢利）。包括在今年之損失為來自出售固定資產收益約港幣2,317,000

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69,000元虧損），及沒有過往年度之酌情花紅過度撥備回撥
（二零一零年：港幣1,000,000元）。儘管因若干生產設施整合導致該分類經濟規模
減少，但大部份次分類因劇烈競爭，生產成本上升及邊際利潤下降而招致虧損，分
類業績再次錄得負數字。此分類之業務未來似乎已無利可圖，及董事會有意減少
該分類的業務。

貿易業務

PVC膠片及塑膠原料貿易之營業額下跌約19%至約港幣52,752,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65,360,000元），此分類本年度錄得虧損約港幣1,59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1,546,000元盈利）。雖然市場劇烈競爭以及客戶信貸風險仍然是本集團在此分類面
對的最主要問題，此分類會否繼續下去，須視乎可否為本集團整體上帶來策略上
的利益。而董事會意圖淡出此分類。

玩具產品

此分類之營業額進一步上升大概27%至約港幣198,14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156,377,000元），故此分類之經營成果顯著上升至約港幣17,675,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10,826,000元），即上升約63%。增加之貢獻乃由若干次分類效率獲得改善，雖
則生產成本依然上升。

投資

為善用手頭上可動用之現金，本集團已投資於多家上市公司之證券，此乃以證券
價值之資本增值為目的之買賣。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作買賣之投資
之市值約為港幣68,02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72,910,000元）。

此外，本集團可能動用其手頭現金於其他種類之投資，旨在為股東提高價值。然
而，該等投資活動將會按照投資交易之指引進行，其詳情已刊載於本公司之網站，
網址為www.perfec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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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買賣主要以港幣及美元結算，而其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之開支以
人民幣結算。

由於港幣和美元繼續維持掛鉤，本集團並不預見在這方面會有重大風險，但將會
繼續緊密監察人民幣趨勢，倘若有需要付諸任何行動。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財務工具以對沖外幣風險。

變現能力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長期融資租賃承擔及銀行貸款約為港幣零
元（二零一零年：港幣零元），而短期銀行貸款則約為港幣25,670,000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27,750,000元），而本集團概無以融資租約持有之機器設備及儀器（二零一
零年：港幣零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
益計算）約為13%（二零一零年：13%）。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
總銀行結餘及本集團之現金合共約港幣60,399,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72,487,000

元）。

以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合共約港幣
245,37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67,215,000元），加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本集團
認為其具有充足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每股港幣0.76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0.80元），此乃根據當日實際已發行股數263,807,607股計算。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約1,600（二零一零年：1,700）名全職
員工，本集團基本上以業內之慣例及員工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
全職僱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本公司自訂有關董事進行本集團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與上市
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準則同樣嚴謹（「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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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集團之個別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一年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對證
券交易所要求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頒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為其企業管治守則，並遵守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該分開而不應由一人兼任。

雖然本公司並未設有行政總裁一職，有關職責由董事總經理肩負。潘少忠先生為本
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
的權力與職權平衡。董事會由具備豐富經驗及極具才幹人士組成，彼等定期舉行
會議以討論影響本公司運作之議題，故董事會之運作可確保權力與職權之平衡。
董事會相信，該架構乃有利於實現穩固及貫徹之領導，令本集團可迅速及有效地
作出及執行決策。董事會對潘先生極具信心，相信由潘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董事
總經理對本公司之業務前景有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蔡
永強先生、葉稚雄先生及林日昌先生組成。林日昌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討論有關內部
監控評估之管理事宜，及財務申報包括審視本公司現正公佈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已審核全年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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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年度內，本公司曾透過聯交所購回本身之股份，詳情如下：

 每股面值
購回股份之月份 港幣0.10元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已付總金額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一年四月 4,970,000 0.750 0.710 3,627,135
二零一一年五月 1,500,000 0.760 0.760 1,146,725
二零一一年六月 2,600,000 0.770 0.760 1,996,680
二零一一年九月 550,000 0.720 0.710 395,903
二零一一年十月 900,000 0.680 0.670 609,832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1,600,000 0.720 0.680 1,135,947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2,280,000 0.720 0.700 1,628,925
    

 14,400,000   10,541,147
    

致謝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向董事會仝寅及員工在年內之貢獻及熱心支持，深表謝意。

代表董事會
潘少忠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潘少忠先生、葉少安先生、徐仁利先生、潘偉駿
博士及潘偉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日昌先生、葉稚雄先生及蔡永強先生
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