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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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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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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WA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58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365,542 483,057
銷售成本 (407,114) (470,969)

  

（毛損）╱毛利 (41,572) 12,088

其他收入 12,538 10,362
銷售及分銷成本 (5,772) (9,754)
行政開支 (45,493) (32,876)
其他營運開支 (123) (2,412)

  

經營虧損 (80,422) (22,592)

融資成本 (11,674) (3,812)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659) (1,278)

  

除稅前虧損 3 (92,755) (27,682)
所得稅 4 (1,71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94,466) (27,682)
  

中期股息 5 無 無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 (10仙 ) (3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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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之虧損 (94,466) (27,682)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匯兌差額 7,429 19,926

因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669 180
  

本公司擁有人期間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86,368)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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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5,529 457,304
投資物業 57,225 56,71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8,284 68,572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12,891 13,428
可供出售投資 6,037 5,36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訂金 119 –

  

非流動資產總值 580,085 601,384
  

流動資產
存貨 237,743 270,255
貿易應收款項 8 116,009 158,599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0,531 50,942
已抵押定期存款 45,981 85,626
可退回稅項 80 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874 223,607

71,751 71,751

流動資產總值 641,218 789,10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96,544 115,091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8,615 47,841
衍生金融工具 1,313 1,301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34 575
應付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款項 234 232
計息銀行借貸 336,821 375,011
應付稅項 29,020 28,765

  

流動負債總額 483,881 568,816
  

流動資產淨值 157,337 220,2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37,422 821,6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6,253 36,175
長期服務金撥備 742 626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995 36,801
  

資產淨值 700,427 784,876
  

權益
股本 101,600 101,600
儲備 598,827 683,276

  

權益總額 700,427 78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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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1.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計入本集團各實體財務報表之項目以最能反映相關項目經濟狀況及實體有關情況
之貨幣計量。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每股數據外，均取至最接近千位數）。除該等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外，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均為港元。

除下列資產及負債（會計政策列載於二零一一年年報）按公平值計算外，編製財務報
表所採用計算基準為歷史成本法︰

－ 投資物業
－ 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 可供出售投資
－ 衍生金融工具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時作出之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對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之金額構成影響。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多項於有關情況下視為合理之其他因素作
出，其結果構成無法從其他途徑明確得到之有關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判斷依據。實
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審閱。倘會計估計之修訂
僅影響修訂估計之期間，則該等修訂於該期間內確認；或倘修訂對目前及未來期間
均有影響，則於作出修訂之期間和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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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1.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目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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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方之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財務報表申報之金額及╱或於
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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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貸款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抵消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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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抵消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3

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5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本集團現正著手評估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確
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將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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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資料（即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者）載列如下：

電子零部件 電子消費產品 其他業務 總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86,919 96,758 278,623 385,834 – 465 365,542 483,057

        

來自業務之可報告分類（虧損）╱溢利 (27,231) (6,585) (63,646) (24,161) – 23 (90,877) (30,723)
      

其他收入 12,538 10,362

融資成本 (11,674) (3,812)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659) (1,27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2,083) (2,231)
  

除稅前虧損 (92,755) (27,682)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703 2,841 10,922 9,716 – – 15,625 12,557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273 165 635 566 – – 908 731

折舊 12,362 7,416 28,706 25,369 343 266 41,411 33,051

撇減存貨 11,008 6,397 25,562 21,880 – – 36,570 28,277
        

電子零部件 電子消費產品 其他業務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資產 270,951 270,759 592,526 649,490 – 39 863,477 920,288
        

可報告分類負債 23,757 20,899 82,365 105,588 – 7 106,122 12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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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b) 可報告分類收入、盈虧、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綜合營業額 365,542 483,057  

虧損
可報告分類總虧損 (90,877) (30,723)  

源自本集團外界客戶之可報告分類虧損 (90,877) (30,723)
其他收入 12,538 10,362
融資成本 (11,674) (3,812)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659) (1,27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2,083) (2,231)  

除稅前綜合虧損 (95,925) (27,682)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類總資產 863,477 920,288  

863,477 920,288

可供出售投資 6,037 5,368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6,855 309,233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以權益法入賬）
（附註1） 12,891 13,42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142,043 142,176  

綜合總資產
1,221,303 1,390,493  

負債
可報告分類總負債 106,122 126,494  

106,122 126,494

銀行貸款 336,821 369,036
遞延稅項負債 36,253 36,175
應付稅項 29,020 28,765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12,660 45,147  

綜合總負債 520,876 605,617  

附註1：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並無計入分類資產之計量，惟定期向主要營運
決策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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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c) 地區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及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地區分析。客戶之地區
所在地指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之所在地。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乃根據資產所在地
而定（如屬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亞洲國家 * 美洲國家** 歐洲國家*** 非洲國家**** 綜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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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12,899 9,893 117,599 110,875 91,140 95,399 85,395 209,885 41,775 37,954 16,734 19,051 365,542 483,057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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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定非流動資產 ***** 16,275 16,587 544,882 566,001 – – – – – – – – 561,157 582,588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印尼、日本、韓國、台灣及巴基斯坦。

** 美洲國家主要包括美國、智利、秘魯、阿根廷、墨西哥及巴西。

*** 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波蘭、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格蘭。

**** 非洲國家主要包括拉哥斯、尼日利亞、肯亞及埃及。

***** 特定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及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投資。

(d) 主要客戶資料

為本集團總營業額帶來10%或以上貢獻之客戶收入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消費電子產品—客戶A 不適用１ 121,590
  

１ 相關收入並無為本集團總營業額帶來10%以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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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貸款之利息 11,674 3,812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總利息開支 11,674 3,812
  

(b)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退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2,870 1,644
長期服務金撥備╱（回撥） 116 (34)
薪金、工資及津貼 104,446 97,933
分配認股權 1,919 2,026

  

109,351 101,569
  

(c) 其他項目：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908 731
已售存貨成本 407,114 470,969
折舊 41,411 33,051
存貨減值 36,570 28,277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撇減約36,57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8,277,000港元）及僱員福利開
支、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合共126,58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8,874,000港元），此
等費用亦已分別計入上文所披露各類開支總額。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可用作扣減未來數年退休計劃供
款之供款（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4. 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支出 1,711 –

  

1,711 –
  

由於本集團年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
一一年：無）。中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中國通行稅率，根據現行法律以及有關詮釋及慣
例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負債（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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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無）。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
間虧損約94,46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7,682,000港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6,001,301股（二零一一年：1,016,001,301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具反攤薄作用，故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間，本集團為提升生產力添置在建工程、廠房及機器設備，斥資約15,625,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12,557,000港元）。

8.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7,350 199,581

減：呆賬撥備 (41,341) (40,982)
  

116,009 158,599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87,613 134,943

四至六個月 26,113 21,887

七至十二個月 2,283 1,769
  

116,009 158,599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買賣條款主要以賒賬形式進行。信
貸期一般為自發票日期起計三個月，惟對若干已建立關係之客戶而言，信貸期可延
長至六個月。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應收款項，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貿易應收款
項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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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款項（續）

(b)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損計入撥備賬內，除非本集團認為收回款項之可能性甚微，在此
情況下，減損直接就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貿易應收款項之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結餘 40,982 46,452

匯兌調整 359 1,137

期末結餘 41,341 47,589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管理層已評核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之可收回性，並相
信毋須作出進一步減值撥備（二零一一年：零港元）。

(c) 並無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

計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之賬面值83,38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79,369,000港元）應收賬項已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到期，而本集團並無就減損作出撥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並無逾期及減值 32,620 79,230

逾期少於三個月 54,993 55,713

逾期四至六個月 26,113 21,887

逾期七至十二個月 2,283 1,769

116,009 158,599

未逾期或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最近並無違約紀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於本集團有良好往績紀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
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由於信貸狀況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餘額仍被視為可全
數收回，故毋須就有關餘額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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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三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77,510 104,122

於四至六個月內到期 9,380 4,598

於七至十二個月內到期 3,468 1,416

於一年後到期 6,186 4,955

96,544 115,091

購貨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全部應付款項於信貸
指定期間內清付。

10.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尚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就向附屬公司批出之一般銀行融資向
銀行提供擔保 58,000 58,000

  

本公司已就一家附屬公司所獲授銀行融資向銀行作出公司擔保。於報告期間結算日，附
屬公司已提取該等融資其中 11,69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7,672,000港元）。本
公司於所發出擔保項下最高承擔相當於附屬公司所提取款項11,69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17,672,000港元）。鑑於擔保之公平值並不重大，加上董事認為本公司不可能
因擔保而遭索償，故並無進行確認。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零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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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析

業績及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365,542,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所報483,057,000港元減少117,515,000港元或24.3%。由於美國市況未
如理想，來自美國客戶的銷售訂單大幅減少。期內，本集團錄得毛損41,572,000

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毛利12,088,000港元。此主要歸因於銷售額下降，然而，
整體固定生產成本與去年同期相若。因此，毛利率由2.5%下跌至 -11.4%。

期內，本集團淨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27,682,000港
元，上升至94,466,000港元，乃由於營業額大幅下降及行政開支增加所致。

電子消費產品

電子消費產品主要包括計算機、鐘錶及其他數碼產品，佔本集團營業額76.2%。
銷售電子消費產品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 385,834,000港元大幅下降 107,209,000港
元至本期間六個月之 278,625,000港元，減幅達27.8%。

電子計算機之營業額為193,66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97,413,000港元微減3,749,000

港元或1.9%。電子計算機銷售額為本集團期內營業額貢獻53.0%。然而，就過去
兩年而言，增長未見提升。

電子鐘錶銷售額較去年同期65,570,000港元微減2,916,000港元或4.5%至62,654,000

港元，佔本集團期內總營業額 17.1%。

數碼產品銷售佔本集團期內營業額 0.5%，產生 1,713,000港元之收入，較去年同
期103,679,000港元減少101,966,000港元或98.3%。數碼業務營業額大幅下調乃基
於去年的一次性電子書訂單。

電子零部件

電子零部件主要包括液晶體顯示屏（「LCD」）、玻璃芯片（「COG」）及石英，該等
零部件之期內收入分別為43,498,000港元、28,571,000港元及14,271,000港元。期內
合計收入由去年同期之96,758,000港元減少9,841,000港元至86,917,000港元，減幅
10.2%，主要歸因於石英的銷售額下降。該分部佔本集團收入23.8%。

由於美洲市場的銷售額大幅下降，中國於期內成為本集團之最大市場，佔本集
團營業額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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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營運回顧（續）

銷售及分銷成本主要包括運送開支及分支辦事處開支，受銷售額下降影響，此
開支亦相對減少。銷售及分銷開支較去年同期9,754,000港元下降3,982,000港元
或40.8%至本期間5,772,000港元。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32,876,000港元上升12,617,000港元或38.4%至本期間
45,493,000港元。此主要基於中國之經營成本持續增長。

融資成本為 11,674,000港元，去年同期為3,812,000港元。融資成本增加7,862,000

港元或2.06倍，乃由於期內撥付中國業務所需資金的銀行借貸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以及其於中港兩地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銀
行融資撥付其營運所需。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權益總額
為700,427,000港元，較去年減少84,499,000港元或10.8%。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
餘以及定期存款維持於196,855,000港元，而銀行貸款則為336,821,000港元。於報
告期末，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流動負債及長期負債除股東權益計算）為
74.4%。本集團致力維持穩健財務狀況及為股東提升股本回報。

重大投資及收購

期內，本集團投放15,625,000港元於添置在建工程、添置廠房及設備以提升其生
產能力。

資本結構

期內並無購回任何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向本集團若干董事
及僱員授出可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認購合共90,600,000股普通股（每
股面值0.1港元）之購股權（當中2,0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已授出及可予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目為53,160,000股。期內，
1,5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而並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

資產抵押

本集團若干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94,648,000港元、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1,161,000港
元、投資物業57,225,000港元以及定期存款45,981,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銀行融
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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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6,300名全職管理、
行政、技術及生產部員工。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
時行內慣例檢討僱員之薪酬、晉升及酬金。本集團在香港之董事及僱員均已參
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僱員福利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經或將予授出之
購股權。

外匯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美元（「美元」）及港元
（「港元」）列值。本集團以港元作為呈列貨幣，分別承受兌美元及人民幣之外幣
風險。考慮到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深信相對美元之匯率波動風險輕微。然
而，本集團承受人民幣兌美元的淨匯率風險。

本集團管理及監察外匯風險，以確保適當措施及時有效地實行。本集團已訂立
外幣遠期合約以減低風險。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擔保一家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
融資而承擔或然負債共 58,000,000港元，而該等融資已動用11,697,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展望

由於美洲市場的業績強差人意，故期內的經營異常困難。鑒於全球金融問題的
複雜性，我們相信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依然面對重重挑戰。預期此等
問題將會延續下去，並將對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帶來不利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實施節約成本的措施，專注製造及銷售高利潤的產品、物色具有
潛力的客戶及開發新產品，以提升整體盈利。我們將緊切監控本身的財務狀
況，並維持穩健的現金狀況，令本集團保持適度靈活，以應付市場之不明朗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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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因應數年來的連續虧損，本集團正考慮重新分配本集團現有資源的方案，包括
但不限於出售本集團資產及向本集團引入具發展前景的業務。我們亦將考慮
關閉無利可圖之工廠，以提升財務表現。

然而，於本文件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有關方案達成協議、安排、共識或進行磋
商。倘任何方案予以落實，本公司將不時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

我們將繼續評估及重整投資組合、投資策略及業務範疇，並時刻對競爭激烈的
市況保持警覺，積極尋求具吸引力的投資商機，盡量提高股東的價值及回報。

我們對本集團的前景依然審慎，並將繼續致力加強及在各方面作出改善，及提
升本集團長遠的發展潛力。

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有關的財務申報事宜。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主席以及本公司財務董事梁志輝
先生組成，負責檢討及評估執行董事薪酬待遇以及不時向董事會提出意見。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委任新
董事。為維持董事會質素，使其具備均衡技能及經驗，委員會將於有需要時物
色合資格人士出任董事。評估受委任者是否適合出任董事時，委員會將考慮彼
之經驗、資歷及其他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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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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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獨立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
兼任。

黃琼靜女士於申報期間同時出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於黃
女士身兼兩職有助維持本公司政策之持續性及本公司業務之穩定性，故黃女
士身兼兩職於現階段屬適當做法，且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

守則條文第A.4.1及第A.4.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1(A)

條，三分一董事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並於彼等到期重選連任時評
估是否再次獲委任。董事會認為，此舉達致相同目標，且不寬鬆於守則所載規
定。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委任者）須最少每三年輪值
告退一次。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 111(A)條列明，主席毋須輪值告退，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
時亦不予計算在內。董事會認為，延續主席領導角色對本公司穩定性而言攸關
重要，且被視為有利本公司發展。董事會認為，主席現時毋須輪值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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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本公司全體
董事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公 佈 及 中 期 報 告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com.hk及 網 站
www.irasia.com/listco/hk/sunway/index.htm刊登。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琼靜 蘇棣榮
黃琼敏 黃鈞黔
梁志輝 簡麗娟

非執行董事：
黃春英
黃金翔

承董事會命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琼靜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