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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948) 

（（（（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D5N）））） 

網址：http://www.z-obee.com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披露規定作出。本公

佈原本以英文編製，倘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不相符，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該等隨附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證券

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相關規定編製，而該等隨附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非完整全文）所載的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但未

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Z-Obe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世仁王世仁王世仁王世仁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世仁先生、王濤女士及呂尚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德
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Chan Kam Loon先生、郭燕軍先生、勞恆晃先生及Tham 

Wan Loong Jerome先生。 

 

 



Z-OBEE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號碼：39519）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二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 

 

第第第第 I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季度季度季度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半年及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資料 

 

1(a) 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連同緊接連同緊接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的本集團收益表連同截至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上述數字尚未經審

核。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增長增長增長增長／／／／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136,838,712 148,293,097 (7.72) 

    

銷售貨物成本 (129,719,413) (134,546,713) (3.59)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7,119,299 13,746,384 (48.21) 

    

其他收入 4,037,980 1,336,874 202.0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3,950) (545,161) (71.76) 

行政開支          (4,083,465) (4,766,386) (14.33)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6,919,864 9,771,711 (29.18) 

    

財務費用 (644,901) (612,122) 5.3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283,189 5,870,818 (95.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399,250) － NM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149,687) － NM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833,334) NM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747,498) NM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009,215 13,449,575 (55.32) 

    

所得稅開支 (872,477) (2,010,662) (56.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5,136,738 11,438,913 (55.09)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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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本集團於年內的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76,421 1,440,252 

無形資產攤銷 70,416 893,48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478,591) － 

商譽減值虧損 219,547 － 

存貨減值虧損 161,989 153,6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192,284) 187,6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8,348 57,366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15,633 － 

 

 

1(b)(i) 財務狀況報表財務狀況報表財務狀況報表財務狀況報表（（（（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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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077 9,363,319 － － 

無形資產 163,954 226,748 － － 

商譽 1,377,449 1,539,331 － －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投資 － － 2,650,483 2,570,694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18,321,743 18,038,554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1,540,762 － － 

 24,223,223 30,708,714 2,650,483 2,570,694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372,686 11,062,818 － － 

應收貿易款項 44,934,212 50,398,808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762,813 1,784,517 48,827 31,987 

衍生金融工具 424,205 280,669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58,398,972 57,307,259 

受限制銀行結餘 1,186,929 1,318,972 －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3,207,446 28,763,424 －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0,471,864 14,215,803 7,542 1,849,132 

 124,360,155 107,825,011 58,455,341 59,18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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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於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於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三十一日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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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5,963 17,463,873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631,005 1,877,760 323,449 229,403 

銀行貸款 3,683,935 3,962,639 － － 

信託收據貸款 24,152,509 7,772,450 －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199,993 1,867,002 － － 

即期稅項負債 731,144 1,929,970 － － 

 38,004,549 34,873,694 323,449 229,403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86,355,606 72,951,317 58,131,892 58,958,975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10,578,829 103,660,031 60,782,375 61,529,669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 5,084,590 5,084,590 5,084,590 5,084,590 

儲備 105,494,239 98,575,441 55,697,785 56,445,079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10,578,829 103,660,031 60,782,375 61,529,669 

 

  

1(b)(ii) 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26,187,660 2,848,777 11,118,150 2,483,941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 － － － 

 

 

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187,000美元(二零一一年: 1,319,000美元)及結

構性存款約668,000美元(二零一一年: 666,000美元)存放於香港(二零一一年: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的銀行，作為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由出租人的租賃資產所有

權以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及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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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6,009,215 13,449,575 

調整：   

財務費用 644,901 612,122 

利息收入 (1,399,951) (538,32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478,591)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192,284) 187,637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833,334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747,498 

存貨減值虧損 161,989 153,651 

商譽減值虧損 219,54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399,250 －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149,687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283,189) (5,870,818)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之虧損 － 4,177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收益 (143,536) (54,6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76,421 1,440,252 

無形資產攤銷 70,416 893,4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8,348 57,366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15,633 －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107,662 － 

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 5,675,518 11,915,286 

存貨減少／（增加） 6,595,311 (4,564,073) 

應收貿易款項減少／（增加） 5,514,222 (17,899,6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15,386,131) 7,264,257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增加 (11,884,370) 5,831,01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714,201 (179,201) 

經營（所用）╱所得現金 (8,771,249) 2,367,674 

已付利息 (644,901) (612,122) 

已付所得稅 (2,109,851) (2,069,207)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1,526,001) (313,65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896,145 305,908 

已收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息 1,478,591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3,880) (734,336) 

購置無形資產 － (91,572) 

購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 (7,192,6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3,012,916 6,143 

出售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共同控制實體之所得款項 － 821,29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增加 (13,202,891) (12,287,954) 

受限制銀行結餘減少 135,414 2,537,13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713,705) (16,63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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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籌集銀行貸款 5,230,955 2,424,108 

償還銀行貸款 (5,604,556) (5,199,882) 

償還其他貸款 － (457,652) 

償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667,009) (1,285,759) 

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16,380,059 18,698 

透過臺灣存託憑證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 12,909,76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5,339,449 8,409,2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900,257) (8,540,428)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156,318 336,735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15,803 22,419,496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71,864 14,215,803 

   

現金現金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及現金等價物分析及現金等價物分析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0,471,864 14,215,803 

 

1(d) 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年內溢利年內溢利年內溢利年內溢利 5,136,738 11,438,913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解除直接與一間附屬公司之清盤有關之外幣換算儲備產生 

之重新分類調整 

 

－ 

 

(103,457)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74,398 2,048,017 

除稅後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1,674,398 1,944,5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811,136 13,38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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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 列示列示列示列示(i)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所有權益變動或(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的權益變動的報表（（（（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就發行人及

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支付

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儲備基金 

 

權益總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 1,552,463 23,562,620 1,512,349 77,366,79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944,560 11,438,913 － 13,383,473 

透過臺灣存託憑證於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發

行股份 320,000 12,589,768 － － － － 12,909,768 

轉入儲備基金 － － － － (372,909) 372,909 －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3,497,023 34,628,624 1,885,258 103,660,03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674,398 5,136,738 － 6,811,136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107,662 － － － 107,662 

轉入儲備基金 － － － － (42,367) 42,367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4,590 58,564,536 107,662 5,171,421 39,722,995 1,927,625 110,578,829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764,590 45,974,768 － － (1,382,929) － 49,356,42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736,528) － (736,528) 

透過臺灣存託憑證於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發

行股份 320,000 12,589,768 － － － － 12,909,768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 (2,119,457) － 61,529,66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854,956) － (854,956)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107,662 － － － 107,66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4,590 58,564,536 107,662 － (2,974,413) － 60,78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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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i) 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紅股發行紅股發行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股份購回、、、、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行使購股權或認股

權證權證權證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以換取現以換取現以換取現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而而而

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 

 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

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如有如有如有如有））））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與已發行股份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的對比。。。。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本公司之股本並無出現變動，而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

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公司曾發行 40,000,000 股普通股，且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1(e)(iii) 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擁有 635,573,662 股每股面值 0.008 美元之

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 

 

 

1(e)(iv) 列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列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列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列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轉讓轉讓轉讓、、、、出售出售出售出售、、、、註銷及註銷及註銷及註銷及╱╱╱╱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或動用庫存股份之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結束時，本公司並無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

任何庫存股份。 

 

 

2. 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該等數字是否經審核、、、、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例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例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例審閱或符合核數準則或慣例。。。。 

 

該等數字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所列的數字，已獲得本集團的核數師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由於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執行上述程序不構

成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國際審閱委聘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中瑞岳

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不對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3.  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倘數字經審核或審閱，，，，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已採納與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除下文第 5 段所載述者外，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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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之變動），），），），列明有何變動列明有何變動列明有何變動列明有何變動，，，，以及導致該以及導致該以及導致該以及導致該

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

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

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以及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所呈報的數額發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暫時尚未能判斷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

狀況是否有重大影響。 

 

 

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

撥備撥備撥備撥備。。。。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本集團每股普通股盈利，經扣除優先股息之 

任何撥備（以美仙計值）： 

  

(a)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及 0.81 1.88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0.81 NA 

 
NA：不適用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7.  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每股普通股之資

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 

(a)  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及及及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按照截至該等日期止期間結束時

已發行股本計算的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以美仙計值）： 

 

17.40 

 

16.31 

 

9.56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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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本集團的表現回顧，，，，需涵蓋足以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需涵蓋足以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之範疇。。。。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論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論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論回顧必須包括以下事項的討論：：：： 

(a)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季季季季

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及及及 

(b)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營運資本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本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本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營運資本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 一年財政 年度約 148,293,000 美元減少約 7.72%至二零一二 年財政年度 約

136,839,000 美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年內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減少所致，與本集團減少其

電子組裝業務及重新調配在其他匯流技術領域的資源及核心競爭力的策略一致。 

 

銷售貨物成本 

銷售貨物成本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34,547,000 美元減少約 3.59%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129,719,000 美元，與收入降幅相若。 

 

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3,746,000 美元減少約 48.21%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7,119,000

美元，而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9.27%下降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5.20%。毛利及

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解決方案分部及組裝分部的貢獻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1,337,000 美元增加約 202.05%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4,038,000 美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及原到期日

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之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4,766,000 美元減少約 14.3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4,083,000 美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年內的企業活動減少所致。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5,871,000 美元減少約

95.18%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283,000 美元。該變動主要乃 Yoho King Limited（「Yoho 

King」）及其附屬公司（統稱「Yoho King 集團」）的股權的公允值於年內變動所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由於終止組裝工廠，故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就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約 399,000 美

元的減值虧損。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減值虧損 

此乃指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完成出售後將予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以及相關資產賬面

淨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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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2,011,000 美元減少約 56.61%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

872,000 美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年內本集團於中國之溢利減少所致。 

 

年內溢利 

綜合以上所述，年內溢利約為 5,137,000 美元。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下文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綜合財務狀況報表項目的主要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9,363,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4,360,000 美元，主要由於年內終止組裝工廠後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商譽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539,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377,000 美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已確認減值虧損所致。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已於年內出售，故其餘額為零。 

存貨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1,063,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4,373,000 美元，主要由於組裝分部業務減少

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50,399,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44,934,000 美元，與收入減少一致。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785,000 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9,763,000 美元，主要由於就為分銷及推廣分

部購買存貨支付的預付款項增加。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

之定期存款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8,76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43,207,000美元，主要由於為賺取更高利息收入

而增加在銀行的定期存款。 

 

銀行及現金結餘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4,216,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0,472,000 美元，主要由於下文所載二零一

二年財政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所述的主要變動所致。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464,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606,000美元，主要由於年內更多的採購以信

託收據貸款償付。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

款項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878,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631,000美元，主要由於客戶銷售按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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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債務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3,602,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29,036,000美元，主要由於年內(i)更多的採購以

信託收據貸款償付及(ii)每月償還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及銀行貸款

的未償還本金結餘的淨影響所致。 

 

即期稅項負債 : 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30,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約731,000美元，主要由於上文所得稅開支提及的

理由所致。 

 

資產淨值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資 產 淨 值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約

103,66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10,579,000

美元。 

 

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綜合現金流量表 

 

下文載列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的主要變動： 

 

經營活動 : 於重新投資營運資本之前，淨現金流入約為 5,676,000 美元。然

而，現金流出主要由於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和應計費

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以及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和應付貿易款

項及票據減少的淨影響約為 14,447,000 美元及利息及所得稅付款

約 2,755,000 美 元 所 致 。 由 此 產 生 之 經 營 活 動 現 金 流 出 約 為

11,526,000 美元。 

 

投資活動 : 淨現金流出約 7,713,000 美元，主要由於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

期存款增加所致。 

 

融資活動 : 淨現金流入約 15,339,000 美元，主要由於年內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所致。 

 

淨變動 : 綜合以上所述，年內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錄得減少淨額約 3,9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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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曾進行以下交易： 

 

收購 Yoho King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收購Yoho King Limited15%股本權益（其後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發佈之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第24頁所披露被攤薄至14.75%）後，Yoho King 集團已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透過 Kada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Kada」）向馬來西亞證

券委員會申請其股份在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進行首次公開發售及上市。董事會於其後獲知

會，Yoho King因現時之市況而決定終止其於馬來西亞的上市申請。就此，Yoho King已於二零

一一年七月六日撤回其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申請。 

 

本集團獲 Kada 管理層知會，彼等正準備於二零一二年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市場上市。 

 

於 Yoho King Limited 的股本投資已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並根據獨立專業估值

師所作出的估值釐定，有關公允值約 17,150,000 美元及公允值收益約 605,000 美元已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確認。 

 

合作協議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與深圳市菁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菁英」）訂立一份供應

協議且就此發佈公告，以向菁英提供多媒體手持設備。該等產品將用作機上乘客的個人手持娛

樂設備，以接收音樂、電影、電視節目、電子雜誌及廣告等各種電子信息。董事相信，供應協

議為本集團提供良機以擴大其在新業務分部的客戶組合，待獲得最終結果後，這將為本集團之

業務及財務表現帶來積極影響。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本集團公佈已與中國普天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普天」）達

成戰略合作協議書。本集團及中國普天將通過為客戶推廣及實施完整的節能解決方案，合作發

展節能業務計劃。該計劃的服務範圍包括能源審計、項目設計、設備採購、工程施工、設備安

裝調試、人員培訓、遠程管理裝置安裝及維護及節能確認等一整套節能服務。因應中國政府正

大力提倡節能產業，董事會認為節能、環保及節能照明業務將有龐大市場發展潛力。本集團將

獲得機會開發節能領域的業務，從事節能照明產品研發、生產、推廣及銷售，令本集團業務多

元化，及擴闊本集團將來的收入基礎。 

 

 

9.          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倘事先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異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異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異其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任何差異。。。。 

 

並無事先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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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論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論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論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於公佈刊發日期關於本集團經營所屬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形勢的評論及於下一個報告期間及

未來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來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來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未來十二個月任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已知因素或事件。。。。 

  

 

根據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的統計數字，二零一一年，手機的全球累積出貨

量約 15.4 億部，較二零一零年增加 11.1%，但低於二零一零年的按年增長 18.7%。這表明二零

一一年手機行業增長正逐漸放緩，部分原因是市場對功能型手機的需求放緩。儘管智能手機的

銷售繼續推動移動設備市場的增長，二零一一年智能手機的出貨量達到 4.914 億部，較二零一

零年的 3.047 億部實現了 61.3%的雙位數增長，但其增長仍然低於二零一零年的按年增長

75.5%。 

 

中國手機用戶數目穩步增長，人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達到約 10 億，3G 用戶達到約

1.52 億。然而，根據 Gartner 就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移動設備市場的調查顯示，亞太區對移動設

備的需求有所放緩。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全球手機銷量按年下降 2%，屬二零零九年第二季

度全球經濟衰退全面爆發時期以來的首次下降。身為全球領先的資訊科技研究及顧問公司，

Gartner 及 IDC 均向下修訂對二零一二年手機市場的預測，預計二零一二年整體市場將會增長

7%，而智能手機市場的增長將會放緩至約 39%。 

 

儘管面臨挑戰，二零一二年手機行業的前景仍然看好。Gartner 分析師表示，智能手機市場已高

度商品化，大部分公司均難以突破現有模式，價格日漸成為唯一的區分因素，導致競爭加劇、

盈利能力偏低及市場份額分散。因此，本集團之策略乃專注於創新及維持價格競爭力，而本集

團於手機的現有產品技術、智能的應用程式及行業解決方案方面持續努力地充實其研發團隊，

務求進一步鞏固其基礎。 

 

本集團將繼續審慎從事其現有業務並推進其開發計劃。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全球經濟及手機行業

的最新發展，並不時於需要時調整其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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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没有。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c) 派付日期派付日期派付日期派付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如無宣派╱╱╱╱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建議派付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 
 

並無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3. 倘本集團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倘本集團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倘本集團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倘本集團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 920(1)(a)(ii)條有關交易之總額條有關交易之總額條有關交易之總額條有關交易之總額。。。。

倘並無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授權倘並無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授權倘並無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授權倘並無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授權，，，，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須就此作出說明。。。。 

 

 本集團並無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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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I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額外資料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額外資料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額外資料全年業績公佈所需的額外資料 
（本部分不適用於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或半年業績） 

 

14.  以在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呈列的形式所呈報的以在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呈列的形式所呈報的以在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呈列的形式所呈報的以在發行人最近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呈列的形式所呈報的（（（（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業務或地區分部以分部劃業務或地區分部以分部劃業務或地區分部以分部劃業務或地區分部以分部劃

分的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年度的比較資料分的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年度的比較資料分的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年度的比較資料分的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年度的比較資料。。。。 

  

提供予董事的本集團可申報分部資料如下： 

 
  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組裝組裝組裝組裝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102,990,292 1,404,429 32,443,991  136,838,712  

        

 分部溢利 3,621,547 304,738 1,856,357  5,782,642  

        

 利息收入     1,399,951  

 其他收入（利息收入除外）     2,638,02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收益     283,189  
 企業行政開支     (3,449,695 ) 
 財務費用     (644,901 ) 
 所得稅開支     (872,477 ) 

        

 年內溢利     5,136,738  

        

 折舊及攤銷  － 95,514 935,344  1,246,837    

        

 存貨減值虧損 － － 161,989  161,989  

        

 商譽減值虧損 － 219,547 －  219,5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 399,250  399,250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減值虧損 

 

－ 

 

－ 
 

149,687 

 

 

 

149,6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209,862  218,348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 － －  15,6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撥回  － 

 

－ 

 

－  192,284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  10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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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分銷及推廣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組裝組裝組裝組裝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77,524,039 4,773,370 65,995,688  148,293,097  

        

 分部溢利 771,650 3,488,174 7,916,622  12,176,446  

        

 利息收入     538,323  

 其他收入（利息收入除外）     798,55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 

之公允值收益     5,870,81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747,498 ) 
 企業行政開支     (4,574,943 ) 
 財務費用     (612,122 ) 
 所得稅開支     (2,010,662 ) 

        

 年內溢利     11,438,913  

        

 折舊及攤銷 833,333 125,496 1,132,922  2,333,736  

 

 

 

一間附屬公司清盤之虧損 － － －  4,177  

        

 存貨減值虧損 － － 153,651  153,651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833,334 － －  833,33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 － －  187,6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7,366  －  57,366  

          

 

下文載列地區資料。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中國（香港除外）   64,882,267 93,588,134 

香港     71,956,445 54,704,963 

       

     136,838,712 148,293,097 

 

 

15.  在表現回顧當中在表現回顧當中在表現回顧當中在表現回顧當中，，，，導致業務或地區分部對營業額及盈利所作出之貢獻發生重大變動的因素導致業務或地區分部對營業額及盈利所作出之貢獻發生重大變動的因素導致業務或地區分部對營業額及盈利所作出之貢獻發生重大變動的因素導致業務或地區分部對營業額及盈利所作出之貢獻發生重大變動的因素。。。。 

 

詳情請參閱上文第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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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銷售明細銷售明細銷售明細銷售明細。。。。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a) 就上半年呈報的銷售額 56,418,957 63,478,230 (11.12) 

(b) 扣除就上半年呈報的少數股東權益前的 

除稅後經營溢利 2,394,292 3,508,668 (31.76) 

(c) 就下半年呈報的銷售額 80,419,755 84,814,867 (5.18) 

(d) 扣除就下半年呈報的少數股東權益前的 

除稅後經營溢利 2,742,446 7,930,245 (65.42) 

 

 

17. 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其上整個年度的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其上整個年度的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其上整個年度的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其上整個年度的全年股息總額全年股息總額全年股息總額全年股息總額（（（（按美元計按美元計按美元計按美元計））））明細明細明細明細。。。。 

 

 
最近期整個年度最近期整個年度最近期整個年度最近期整個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上整個年度上整個年度上整個年度上整個年度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普通 無 無 

優先 不適用 不適用 

總額: 無 無 

 

 

18.  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之 

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款項分款項分款項分款項分配配配配 

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已已已已運運運運用之款項用之款項用之款項用之款項 

可予運用可予運用可予運用可予運用 

之結餘之結餘之結餘之結餘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購置研發3G及CDMA手機解決方案硬件 3,000 (3,000) － 

收購研發3G手機解決方案牌照及軟件 1,500 (130) 1,370 

購置硬件及軟件以提升產品開發能力 1,000 (1,000) － 

統慶生產廠房之營運資金 7,500 (7,500) － 

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4,654 (4,654) － 

總計 17,654 (16,284)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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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之 

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章程所披露之項目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款項分款項分款項分款項分配配配配 

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已已已已運運運運用之款項用之款項用之款項用之款項 

可予運用可予運用可予運用可予運用 

之結餘之結餘之結餘之結餘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延攬更多專業人才加入研發團隊，並改進

研發團隊的設備 

 

1,519 

 

－ 

 

1,519 

投資研究3G技術的應用程式及解決方案

以及手機操作平台 

 

6,762 

 

(156) 

 

6,606 

打響「VIM」（或中文名稱「偉恩」）在

中國手機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6,762 

 

 (643) 

 

6,119 

作營運資本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653 (1,653) － 

總計 16,696 (2,452) 14,244 

 

 

19.  於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擔任管理層職位之人士於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擔任管理層職位之人士於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擔任管理層職位之人士於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擔任管理層職位之人士，，，，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根據規則第 704(13)條為發行人之董事條為發行人之董事條為發行人之董事條為發行人之董事

或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或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或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或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按以下形式披露按以下形式披露按以下形式披露按以下形式披露。。。。倘並無有關人士倘並無有關人士倘並無有關人士倘並無有關人士，，，，發行人必須作出適合之否發行人必須作出適合之否發行人必須作出適合之否發行人必須作出適合之否

定聲明定聲明定聲明定聲明。。。。 

  

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擔任管理層職位之人士為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或主要股

東的親屬。 

 
 

 

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王世仁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