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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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ISLAND PRINTING HOLDINGS LIMITED 
新 洲 印 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7）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業績公告 

 

年度業績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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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年度綜合業績，並列載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年度之比較數

字。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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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及4  634,132  570,333 

    

銷售成本   (523,301)  (462,777) 

    

毛利   110,831  107,556 

    

其他收入   7,301  9,378 

    

其他收益淨額 5  14,247  1,375 

    

銷售及分銷成本   (38,248)  (33,965) 

    

行政費用   (67,120)  (61,458) 

    

經營溢利   27,011  22,886 

    

融資成本 6(a)  (2,094)  (2,306) 

    

除稅前溢利 6  24,917  20,580 

    

所得稅 7  (5,508)  (4,188) 

    

本年度溢利   19,409  16,392 

  ========= =========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9,114  16,31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95  76 

    

本年度溢利   19,409  16,392 

  ========= ========= 

    

每股盈利 9   

    

基本  0.72港以 0.68港以 

攤薄  0.72港以 0.68港以 

  ========= ========= 

 

有關本年度應派及擬派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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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利   19,409  16,392 

    

本年度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    

差額(除稅後)   12,637  11,052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32,046  27,444 

  ========= =========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1,751  27,383 

非控股股東權益   295  61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32,046  27,4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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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附註  

二零一二年 
三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一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0,999 255,942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權益   18,763 18,793 
  

     

   359,762 274,735 

購買機器按金   4,356 4,684 

遞延稅項資產   1,922 648 
  

     

   366,040 280,067 
   -------------- --------------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之證券 10  41,039 - 

存貨   89,551 98,79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120,175 102,460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12  - 76,2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737 100,620 
  

     

   339,502 378,108 
   -------------- -------------- 

流動負債     
     

銀行貸款   63,778 41,128 

融資租賃承擔   - 2,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  107,598 121,183 

應付票據   26,184 17,669 

應付本期稅項   12,798 4,318 
  

     

   210,358 186,711 
   -------------- -------------- 

流動資產淨值   129,144 191,397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5,184 471,4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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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附註  

二零一二年 
三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一年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426 10,752 

  
     

   2,426 10,752 

   -------------- -------------- 

     

資產淨值   492,758 460,7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6,653 26,653 

儲備   465,598 433,84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492,251 460,500 

  
 -------------- -------------- 

非控股股東權益   507 212 

  
     

權益總額   492,758 4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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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中的年度業績不構成但取自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財務報表。該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統稱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和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該財務報表同時符

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的披露規

定。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詮釋，並於本集團及

本公司的當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以下報告準則的變更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

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零零九年修訂） — 關連方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零一零年）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有關變更主要澄清若干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的披露要求。除採納澄清及簡化關連

方定義之《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零零九年修訂）外，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及

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零零九年修訂），某些實體不再被視為本集

團之關連方。該準則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零零九年修訂）之過渡條

文追溯應用。因此，與該等實體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進行之交易以

及有關該等實體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均不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之關

連方交易披露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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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其他

紙製品。 

 

營業額是指銷售貨品的發票值，扣除銷售稅、退貨及折扣。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經營地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與本集團最高管理層用於資源分配和業績

考評的內部報告資訊相一致的基礎，確定兩個可報告分部。以下可報告分部概無將

經營分部合計。 

 

－ 東莞及香港：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其他紙

製品 

－ 上海：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其他紙製品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調配分部間資源，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按下列基準監控各可報告分

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除未分配之企業資產外，分部資產包括所有非流動及流動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各獨

立分部應佔的所有非流動及流動負債。 

 

收入和費用是可報告分部實現的銷售收入和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歸屬於可報告分部

的資產的折舊和攤銷。分部間的銷售是參照同類產品對第三方售價而定價的。 

 

於二零一二及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向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提供的用於資

源分配和業績考評的分部資訊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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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a)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 

 

 東莞及香港 上海 總計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客戶銷售收入 420,301 367,325 213,831 203,008 634,132 570,333 

分部間銷售收入 24,972 23,106 - 755 24,972 23,861 

 
            

可報告分部收入 445,273 390,431 213,831 203,763 659,104 594,194 

 
            

       

可報告分部溢利 13,999 3,276 5,170 13,263 19,169 16,539 

 
            

       

可報告分部資產 407,545 413,748 259,600 256,348 667,145 670,096 

 
            

       

可報告分部負債 199,730 174,471 30,686 34,913 230,416 20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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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如下：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659,104 594,194 

分部間收入抵銷 (24,972) (23,861) 

 
    

綜合營業額 634,132 570,333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19,169 16,539 

分部間溢利抵銷 - (147) 

 
    

來自集團外部客戶之 

可報告分部溢利 19,169 

 

16,392 

未分配之企業溢利 240          - 

 
    

綜合溢利 19,409 16,392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667,145 670,096 

分部間資產抵銷 (17,652) (11,921) 

 
    

 649,493 658,175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56,049 - 

 
    

綜合總資產 705,542 658,175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30,416 209,384 

分部間負債抵銷 (17,652) (11,921) 

 
    

 212,764 197,463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20 - 

 
    

綜合總負債 212,784 19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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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c) 地區資訊 

 

本集團的業務只在一個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地區中經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當中包括香港），因此並無呈述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地區分部信息。以下

列表為外部客戶收入之地域位置資料。外部客戶之地域位置依據貨品運送之地區劃

分。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9,552 91,024 

中國其他地區 277,263 261,858 

美國 116,267 125,519 

歐洲 66,222 34,081 

其他國家 64,828 57,851 

 
    

 634,132 570,333 

 
    

 

5. 其他收益淨額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收益 / (虧損)   

- 土地及建築物 13,911 264 

- 其他固定資產 147 (23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4,058 34 

 -------------- -------------- 

持作買賣之證券的淨帳面收益 467 - 

外匯淨(虧損) / 收益 (278) 1,341 

 
    

 14,247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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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a)融資成本   
   

須於五年內悉數償還的銀行及其他貸款利息 1,530 2,239 

融資租賃承擔的財務費用 15 67 

其他銀行貸款利息 549 - 

 
    

 2,094 2,306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b)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1,585 9,079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49,354 120,930 

 
    

 160,939 1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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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續)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續)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c)其他項目   

   

 出售存貨成本# 523,301 462,777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344 1,055 

 稅務服務 227 189 

 其他服務 17 101 

 折舊#   

 自置資產 38,660 35,261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資產 917 1,886 

 租賃土地溢價攤銷# 717 890 

 土地及建築物的經營租賃費用# 2,685 2,441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3 -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之回撥 (785) (11) 

 遠期外匯合約淨虧損/ (收益) 37 (940) 

 
    

 

 

# 出售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費用、租賃土地溢價攤銷及經營租賃費用有

關的150,725,000港元（二零一一年：123,644,000港元）。有關數額已記入上表分

別列示的各類開支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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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年度準備 10,699 1,455 

以往年度之超額準備 - (817) 

 
    

 10,699 638 

 -------------- --------------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   

   

本年度準備 4,390 5,219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9,581) (1,669) 

 
-------------- -------------- 

 5,508 4,188 

 
    

 

香港利得稅 

二零一二年度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該期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零一一年: 

16.5%）的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均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自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起為25%。本公司之

一間附屬公司 — 新洲（上海）紙品有限公司（「上海紙品」）獲給予免稅期，從開

始獲利年度起的兩年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往後三年則以適用的所得稅稅率之50%

為減免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日曆年度為上海

紙品的首個獲利年度。上海紙品可享有餘下免稅期之稅務優惠，直至二零一一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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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續) 

 

(a)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續)  

 

百慕達稅項 

根據百慕達的法例規定，本公司毋須繳付任何百慕達所得稅稅項。 

 

美國稅項 

本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均須以15%（二零一一年: 15%）的稅率繳納美國企業所

得稅。 

 

(b)稅項支出和會計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的對賬：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24,917 20,580 

 
    

   

按照在相關稅法管轄區獲得溢利的適用稅率 

計算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 4,784 3,957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項影響 2,125 1,410 

毋須計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768) (35) 

使用以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額的稅項影響 - (327) 

確認以往年度未確認之暫時差異的稅項影響 (633) - 

以往年度之超額準備 - (817) 

 
    

實際稅項支出 5,508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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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年度派發末期股息(二零一一年: 每

股零港元)。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年度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綜合溢利19,114,000港元（二

零一一年：16,316,000港元）以及本年度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帄均股份數目

2,665,290,000（二零一一年：2,386,824,000）計算如下：  

 股份數目 

 2012 2011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已發行之普通股 2,665,290 222,529 

配售新股之影響(附註 14(a)) - 16,154 

股份拆細之影響(附註 14(c)) - 2,148,141 

 
    

於三月三十一日普通股之加權帄均股數 2,665,290 2,386,824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零一二年及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均沒有任何具備潛在攤薄影響

的股份。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持作買賣之證券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公帄值計算之上市股票證券   

- 於香港 41,039 - 

 
    

持作買賣之證券投資於結算日以公帄值呈列。本集團會承受證券的價格變動之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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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03,613 103,440 

減：呆賬準備 (7,755) (8,520) 

 
    

 95,858 94,920 

   

其他應收款 6,561 5,137 

按金及預付款 17,705 1,520 

 
    

 120,124 101,577 

衍生金融工具 51 883 

 
    

 120,175 102,460 

 
    

除本集團已付之按金 1,262,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 804,000 港元）外，所有的貿易

及其他應收款預期可於一年內收回或確認為支出。包括在按金及預付款為一用於購

買 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70%的股份權益代價之訂金的 15,000,000 港元。

此交易詳情請參閱「資本承擔」部分。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均未逾期或減值。 

 

(a) 賬齡分析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中包括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準備），其賬齡分析如下：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 92,285 90,460 

逾期少於一個月 1,284 1,623 

逾期一至三個月 1,761 2,709 

逾期超過三個月 528 128 

 
    

 95,858 94,920 

 
    

就貿易應收賬款而言，所有要求就超過某一數額的賬款獲得賒賬安排的客戶均須接

受信貸評估。有關的應收款在發出賬單日起計30至90天內到期。在正常情況下，本

集團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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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家訂立買賣協議，以

108,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一個物業。該物業預期將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二日

起計十二個月內出售，並已被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獨立呈列。 

 

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基於該物業預期之出售所得淨額高於其賬面淨值，該

物業沒有減值。 

 

該物業已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一日完成出售，而出售之收益13,911,000港元已於截

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的綜合損益表中確認。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59,205 69,06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48,393 52,123 
 

    

 107,598 121,183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年內償還。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中包括的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及逾期少於一個月 49,103 43,485 

逾期一至三個月 7,718 23,244 

逾期超過三個月 2,384 2,331 
 

    

 59,205 6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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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附註  

普通股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一日每股面值    

0.1港元之380,000,000股普通股   380,000  38,000 

增加法定股本 (b)  3,620,000  362,000 

股份拆細 (c)  36,000,000  - 
                                        

於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40,000,000,000股普通股   40,000,000  400,000 

   ========  ====== 

已發行及繳足：    

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一日每股面值    

0.1港元之222,529,000股普通股   222,529  22,253 

配售股份 (a)  44,000  4,400 

股份拆細 (c)  2,398,761  - 
                                        

於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2,665,290,000股普通股   2,665,290  26,653 

   ========  ====== 

 

(a) 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七日完成 44,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之新

股配售，配售價為每股 2.3 港元。在扣除股份發行成本後，已發行股份之配

售價及其面值之差額 94,170,000 港元已計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 
 

(b) 根據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日舉行之特別股東大會所通過之決議，本公司

之法定股本獲得批准由38,000,000港元分為380,000,000 股增加至 400,000,000

港元分為 4,000,000,000 股。 

 

(c)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日舉行之特別股東大會所通過之決議，批准以下股

份拆細（「股份拆細」）。股本中現有之已發行及未發行每股面值 0.1 港元

之每一股股份，拆細為 1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股份。於二零一零年十二

月二十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400,000,000 港元分為 4,000,000,000 股，當

中 266,259,000 股為已發行及繳足股份。按此基準，當股份拆細後，本公司之

法 定 股 本 由 每 股 面 值 0.01 港 元 之 2,665,290,000 股 已 發 行 股 份 以 及

37,334,710,000 股未發行股份組成。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且有權在本公司大會上按照每持

一股可投一票的比例參與投票。所有普通股在分佔本公司剩餘資產方面享有

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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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無需作出調整之結算日後事項 

 

自結算日起截至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持有之上市股票證券，此於綜合資產負債表

中分類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帄值之金融資產(見附註10)，其市值以此等上市股票證

券於本公告日期之收市價計算下跌約19,62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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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縱使宏觀經濟環境被不明朗因素所籠罩，本集團報告於本回顧年度（「回顧年度」）

之營業額為約634,100,000港元，比去年同期（「去年同期」）約570,300,000港元增加

約11.2%，其中往歐洲之銷售更增加接近一倍。除歸功於持續致力於拓展歐洲客戶

基礎的策略外，本集團出名優勢於生產精緻包裝產品（特別是高級化妝品），此等

進一步反映本集團之優利市場位置及適當的商業策略。 

 

然而，毛利率由去年同期約18.9%輕微回落至回顧年度約17.5%。在我們主要的生

產成本以人民幣計算及其溫和升值之下，精緻包裝產品的製造過程無可避免地牽涉

較高之勞動力，而勞工工資及有關成本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國家政策、

法規要求、生活水帄上升和通脹等大幅增加，亦未能全部轉移至顧客上。因此，毛

利於回顧年度只輕微增加約3.0%至約110,800,000港元。 

 

與營業額之增加同步，於回顧年度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約12.6%至約38,200,000

港元，穩定地佔營業額之約6.0%。儘管本集團已於困難的經營情況下採取嚴謹之

成本控制措施，在缺少去年同期一次性之法律及專業費用約2,800,000港元及經計及

與員工有關之成本約5,400,000港元之增加、與新總辦事處有關之折舊約1,200,000

港元之增加及中國地方政府稅金及行政費用約1,800,000港元之增加，於回顧年度的

行政費用亦增加約9.2%至約67,100,000港元。 

 

雖然於回顧年度內銀行借貸利率普遍上升，融資成本減少約9.2%至約2,100,000港

元。撇除因新總辦事處融資所產生之按揭利息約500,000港元的影響，於回顧年度

內之融資成本將會比去年同期大幅減少約33.0%至約1,600,000港元，此反映出本集

團謹慎的資金管理及有效的信貸管制。 

 

由於於回顧年度內出售於元朗之前總辦事處，出售收益約 13,900,000 港元已計入其

他收益淨額，惟此出售亦結束了計入其他收入中的租務收入，致令其他收入減少了

2,8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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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續) 

 

受上述各項因素之影響，回顧年度內之除稅前溢利增加至約24,900,000港元。據此，

回顧年度內之稅項由去年同期約4,200,000港元增加至回顧年度內約5,500,000港

元。因此，回顧年度內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至約19,100,000港元。 

 

除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對營運資金流帶來正面影響及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約

90,500,000港元外，本集團動用約157,500,000港元於投資活動中，包括提升及購買

生產機器及設施以提升生產效率約28,500,000港元，購買土地及建築物約84,000,000

港元及投資交易證券約40,600,000港元。有關本集團之資本結構、流動性及槓桿將

於「財務及資本資源」部分詳細討論。 

 

明顯地全球經濟的巨輪正在一致地減慢。全球經濟放緩持續，企業預料因經歷衰退

的短期需求及增長而減少營業額。同時，中國經濟焦點及政策因應全球經濟陰霾而

轉至內部消費，將無容置疑地進一步轉化為本集團之額外成本壓力。於各不明朗因

素之中，本集團將保持謹慎及爭取維持其富饒的業績及獲取寶貴的投資機會，以將

股東之價值增長最大化。 

 

財務及資本資源 

 

資本結構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港元計值之銀行借貸合共約90,000,000港

元（二零一一年：61,200,000港元）。此等借貸中約43,2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

40,100,000港元）乃以賬面總值約76,9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117,300,000港元之

固定資產及應收賬款）之固定資產作抵押。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492,8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

460,700,000港元）. 

 

財務流動性及槓桿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339,5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

378,100,000港元），其中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88,7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

100,600,000港元），流動負債為210,4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186,7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定義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於1.6（二零一一年：2.0）

的穩健水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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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資本資源(續) 

 

財務流動性及槓桿(續)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淨負債資本比率（定義為總附息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除以權益總額）釐定。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該比率約為0.2%（二零一一

年：-8.6%）。 

 

董事相信，本集團將能夠自其經營業務產生充裕現金流，並能從銀行獲得所需融

資，以履行其現時的義務及承擔。 

 

 

資本投資 

 

於回顧年度，本集團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支出合共約為116,900,000港元(二零一一

年：32,000,000港元），其中約84,000,000港元(二零一一年：100,000港元）用於土

地及建築物。此等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及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費用乃透過保留溢利、

銀行借貸及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撥付。 

 

外幣管理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與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及進行。本集

團審慎管理外幣風險，主要透過將外幣貨幣資產與相對應的外幣貨幣負債，以及將

外幣收入與相對應的貨幣開支相配對，以減少外幣風險。 

 

本集團已訂立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以降低外幣匯率風險。金融衍生工具之運用皆受

嚴格監管及控制。有鑑於此，本集團並無重大的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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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未償付而又未在財務報表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

下：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26,359  17,036 

 
 

 
 

 

 

於二零一二年二月十六日, 本集團與 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CEPA 

Holdings」)及其三位現任股東(「賣方」) 訂立一買賣及認購協議(「該協議」)，以

30,000,000 港元作代價從賣方購買 6,000 股 CEPA Holdings 己發行股票(代表其已發

行股本之 66.67%)，同時以 5,000,000 港元作代價認購 1,000 股認購股份。完成買賣

後，本集團將持有 CEPA Holdings 其後己發行股票之 70%。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此買賣尚未完成並取決於該協議中某些條件之達成。

根據該協議，本集團就此買賣於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七日付了一筆15,000,000港元之

訂金(見年度業績附註11)予賣方。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有未償付

之資本承擔20,000,000港元作此買賣餘下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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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員工2,692名（二零一一年：2,805名），

其中2,634名（二零一一年：2,745名）員工是在中國聘用，負責本公司之製造及分

銷業務。 

 

本集團提供的員工福利包括員工保險、退休金計劃及酌情花紅，並提供內部培訓計

劃及外部培訓資助。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唯一偏離的一項為勞明智先生獲委

任為本公司之主席兼行政總裁。有關委任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之規定，詳

情如下。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與行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行政總裁之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明。由於勞明智

先生現身兼本公司之主席及行政總裁兩職，本公司偏離有關守則條文。惟主席及行

政總裁各自的職責已清楚界定及以書面列明，並獲董事會通過。按本集團目前之發

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身兼公司主席及行政總裁兩職，有利於執行本集團之

商業策略和發揮其最高營運效益，惟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架構，並於適當時候，考

慮將兩職分開。 

 

董事進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之《董事

進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行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詢問後，確認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行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定期與

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召開會議，以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匯報、

內部監控制度及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止之年度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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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年度派發末期股息(二零一一年: 每

股零港元)。 

 

財務資料公佈及派發二零一二年財政年度之年報 

 

全 年 業 績 公 告 將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 聯 交 所 」 ） 網 頁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newisland.com)刊登。本公司二

零 一 二 年 財 政 年 度 之 年 報 將 隨 後 派 發 給 本 公 司 股 東 ， 並 於 聯 交 所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newisland.com)公佈。 

 

股東週年大會 

 

本公司暫訂於二零一二年八月十五日舉行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將於適

當 時 候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http://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頁

(http://www.newisland.com)，並將於稍後送交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局命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行政總裁 

                                             勞明智 

香港，二零一二年六月廿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行董事勞明智先生(主席兼行政總裁) 及陳玉儀女士；及獨立非執行董
事黃潤權博士、潘治帄先生及葉漫天先生組成。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newisland.com/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newis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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