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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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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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本人謹代表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連同去

年之比較數字之經審核財務業績。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2&3     634,357     655,541 

                   
銷售成本          (519,877)     (520,334) 

                

毛利          114,480     135,20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12,491     14,343 

分銷成本          (11,830)     (11,537) 

行政開支          (69,539)     (59,493) 

                
經營溢利          45,602     78,520 

                
財務收入          490     171 

財務支出          (1,474)     (1,280)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5  44,618     77,411 

                
所得稅開支     6     (13,752)     (1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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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6     65,656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460     4,904 

重估物業收益          2,653     8,598 

物業估值變動產生的遞延稅項          (96)     (1,081) 

                
年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7,017     12,421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37,883     78,07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基本     7     7.054     15.151 

－攤薄     7     7.042     15.071 

                   

 



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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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27  158,678 

於經營租約下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的付款    3,933  3,944 

商譽    1,403  1,403 

       
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非流動資產總值       163,263  164,02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11,891  92,81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139,876  143,50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874  10,782 

持作買賣的權益證券   2,604  8,4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2,547  144,756 

    
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       402,792  400,286 

       
資產總值資產總值資產總值資產總值       566,055  564,311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80,168  83,92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8,378  29,513 

借貸   82,444  91,325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514  499 

即期稅項負債   8,929  10,192 

    
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       200,433  215,45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104  618 

遞延稅項負債    13,383  13,166 

    
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非流動負債總值       13,487  13,784 

    
負債總值負債總值負債總值負債總值       213,920  229,241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02,359  184,8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5,622  348,854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52,135  335,0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39  433 

股份溢價    58,873  55,496 

合併儲備    942  942 

物業重估儲備    46,110  43,553 

匯兌波動儲備    13,806  9,346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的補償儲備    536  1,162 

擬派股息  8  3,072  17,333 

保留溢利    228,357  206,805 

權益總值權益總值權益總值權益總值       352,135  335,070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1. 1.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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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

詮釋）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

規定。除根據公允值計量之若干土地及樓宇、衍生財務工具、以公允值計入收益表之金

融資產及可供出售投資外，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下列新制訂之準則、準則之修訂或詮釋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

次強制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2. 分類報告分類報告分類報告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策略決定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類。 
 
本集團擁有一個可呈報分類，即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

家庭電器。 
 
(a) 產品資料產品資料產品資料產品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按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電子美髮產品    623,184  635,531 

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庭電器    11,173  20,010 

     
  634,357  655,541 

 
(b)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中國、德國、意大利及俄羅斯的客戶，而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則主

要在香港及中國進行。 

 

本公司位於香港而本集團按外部客戶所在地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87,476  129,880 

德國    50,554  46,578 

意大利    45,538  52,746 

俄羅斯    36,361  43,727 

其他國家*    314,428  382,610 

     
  634,357  655,541 

 
*其他國家主要指美國、澳洲、泰國及法國。 
 
 



 
以下為按地區劃分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分析：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8,056  25,754 

中國（香港除外）    135,207  138,271 

       

    163,263  164,025 

 
(c) 主要客戶之資料主要客戶之資料主要客戶之資料主要客戶之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主要外部客戶（貢獻本集團收益 10%或以上之客戶）：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 A    309,937  223,556 

客戶 B  74,129  142,056 

 
 
3. 3. 3. 3.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庭電

器。營業額指年內出售貨物的發票淨額。 
 
 
4.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模具成本收回  8,207  7,499 

就取消之訂單而收取補償  4,950  5,7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119)  (154) 

匯兌虧損淨額  (1,172)  (1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回 /（虧損）（附註 a）  735  (1,026) 

租金收入  263  440 

應收貿易賬款之撥備撥回  300  367 

股息收入  151  - 

持作買賣權益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752)  (460) 

持作買賣權益證券之變現（虧損）╱收益  (767)  250 

雜項收入（附註b）  1,695  1,823 

     

  12,491  14,343 

附註: 

(a)  撥回涉及返工之前已減值之未完成模具。 

(b)  雜項收入包括收取來自供應商之折讓以及於正常業務過程中附帶產生之其

他各種收入。 

 

 

 

 

 



 

5. 5. 5. 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637  65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20,455  521,310 

存貨撥備撥回（附註(a)）     (578)  (9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271  14,974 

於經營租約下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之付款攤銷     96  93 

經營租約下最低租賃付款     2,080  1,171 

研發成本（附註(b)）     5,390  4,854 

 

附註: 

(a) 存貨撥備之撥回乃因過往期間全數減值之存貨已獲撇銷。 

(b) 研發成本主要包括支付予負責研發職能的工程師的工資。該等款項計入員

工成本。 
 

 
6.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稅項為：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稅項  1,541  5,25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64)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年內稅項  12,466  6,642 

     
  14,007  11,729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55)  26 

     
所得稅開支  13,752  11,755 

 

由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集團公司並無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產生須繳納利得稅的

應課稅收入，故並無就該等司法權區的利得稅作出撥備。 

 

香港利得稅乃就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一年：

16.5%）的稅率計算。 

 

於中國成立及經營的其他附屬公司須按 25%（二零一一年：25%）的標準稅率繳納企業

所得稅。 

 

 

 

 

 

 

 



 
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年度溢利（千港元） 30,866 65,656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37,597 433,336 

潛在普通股的攤薄影響（千股）：    

–購股權 715  2,30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38,312 435,638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7.054 15.151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7.042 15.071 

    

    

    

8. 8. 8.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已付每股 0.0138 港元（二零一一年: 0.021 港元）  6,057 9,100 

末期，擬派每股 0.007 港元（二零一一年: 0.028 港元）  3,072 12,133 

特別，擬派每股零港元（二零一一年: 0.012 港元）  - 5,200 

    
  9,129 26,433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007 港元，合共

3,072,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 0.028 港元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 0.012 港元，

合共 17,333,000 港元）。於本年度期末，該等擬派股息並未列作負債。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授出的信貸期一般介乎 14 至 90 日。對於主要客戶而言，本集團亦准許自發票日

期起計最多 120 日之信貸期。.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1,581  125,868 

應收票據  8,295 17,637 

    
  139,876  143,505 

    

    

    

    

    

    



    

根據交貨日期編製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60 日內  98,309 82,392 

61 至 120 日  25,855 43,476 

121 至 365 日  4,952 - 

365 日以上  2,465 - 

     
  131,581  125,868 

 

應收票據一般於一至三個月內到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 
 
供應商授出的信貸期一般由 30 日至 120 日不等。根據交貨日期編製的應付貿易賬款的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60 日內  67,318 76,938 

61 至 120 日  9,596 5,461 

121 至 365 日  2,736 1,167 

365 日以上  518 362 

     
  80,168 8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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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634,35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655,541,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減少3.2%。營業額輕微減少乃由於本集團的頂級品

牌海外客戶受到歐洲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所帶來日益加深的全球經濟動蕩所引

致的低迷消費氣氛影響而減少需求所致。 

 

年內，本集團錄得毛利114,48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35,207,000港元），相當於18.0%（二

零一一年：20.6%）的毛利率。該減少乃由於物料價格上漲及勞工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幣

升值所致，所有該等因素均導致生產成本上升。假設類似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呈列方式，本集團將一間位於東莞的主要附屬公司產生的「行政開支」項下

的薪金8,066,000 港元重新分類為「銷售成本」項下的工資，則毛利率將變更為16.8%，而

非上述的18.0%。回顧財政年度呈列方式的變動乃由於該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完成

重組，由合約加工廠變為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所致。 

 

隨著毛利下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溢利為45,602,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78,52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減少41.9%。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佔營業額

的百分比分別約為1.9%及11.0%，而上一個財政年度則為1.8%及9.1%。 

 

年內溢利下跌至 30,866,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65,656,000 港元減少 53.0% 

 

每股基本盈利為 7.054 港仙，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5.151 港仙下跌

53.4%。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

0.7 港仙（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2.8 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 1.2 港仙），合共 3,072,000 港

元（二零一一年：17,333,000 港元）。連同已宣派及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1.38 港仙（二

零一一年：2.1 港仙），年內股息總額為每股 2.08 港仙（二零一一年：6.1 港仙），相當於

派息比率為 29.5%（二零一一年：40.3%）。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    

 

於財政年度內，出口市場相當疲弱。尤其是於財政年度第四季度出口至歐洲經歷大幅下

滑。受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及由歐元區債務危機導致的近期市場動盪的困擾，美國及歐洲

兩地的電器產品整體消費仍然疲弱。本集團相信全球經濟增長步伐於來年仍將緩慢。 

 

於此具挑戰的市場環境中，於本財政年度，亞洲（尤其是中國）對本集團美髮產品的需

求顯示具前景的 45.0%增長。此強勁的需求令本集團對歐洲市場的倚賴由上一個財政年

度的 52.7%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42.6%。美洲的營業額貢

獻自上一個財政年度的 11.9%輕微減少至本財政年度的 9.9%。同時，亞洲的營業額貢獻

自上一個財政年度的 28.5%增加至本財政年度的 42.7%。由於新興市場（例如哥倫比亞、

杜拜、伊朗、立陶宛及烏克蘭）越來越多消費者渴求美髮產品，故本集團相信，於未來

數年，地區收益比例分佈將更為平均。 

 

本集團大多數客戶乃全球知名品牌。於本財政年度及上一個財政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

分別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 79.0% 及 75.7%。 

 

 



 

經營回顧經營回顧經營回顧經營回顧    

 

由於中國政府透過獎勵計劃鼓勵投資者將其加工廠業務變更為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外商獨外商獨外商獨

資企業資企業資企業資企業」），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完成將東莞的加工廠業務變更為外商獨資企業。 

 

為維持我們於該行業的競爭力，本集團正投放更多資源於研究及開發（「研發研發研發研發」）關於護

髮產品的創新及增值應用方案，尤其於頭髮營養；過熱訊號；靜音及快速乾髮等領域。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成功綜合多項創新功能，例如具有頭髮溫度感應器的風筒和具有

紅外線發射功能的直髮器。 

 

除我們本身的研發團隊外，本集團亦與大學及其他研究團隊合作進行新產品開發。與香

港理工大學及日本研究團隊的合作已帶來具成本效益的研究成果。研發實力增強可令本

集團更迅速開發及有效增加生產我們的新產品。其亦為本集團帶來把握國內及海外行業

機遇的新業務動力。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與中國內地其他製造商面對同樣經營方面的挑戰，例如出口市場

復甦放緩、人民幣升值以及經營成本及一般開支增加。東莞的每月最低工資已自二零一

一年三月起由人民幣920元上升至人民幣1,100元，並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進一步上升至

人民幣1,320元。儘管升值壓力有所下降，惟市場仍預期人民幣將於本曆年底前升值1至

2%。然而， 由於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金屬商品（如銅、鉛及鋁合金）的價格下跌，

其可緩解本集團的部份成本壓力。 

 

勞動力短缺仍為中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並已導致勞力成本大幅上升，從而不可避免

地加重製造流程的負擔。本集團意識到，長遠而言，其有必要由勞動密集型經營轉型為

一間更為資本密集型企業。我們自二零一零年後期起透過採納「精益計劃」努力提升其

生產的競爭力。該計劃旨在透過增加於自動化的投資及重新設計生產裝備及工作流程而

提高生產效率以及減少成本及浪費。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投資 9,000,000 港元購買新

機器及設備和更新廠房設施。預期於下個財政年度將於生產自動化及裝備投資

18,000,000 港元。 

 

為達致改善員工留任、凝聚力及歸屬感的最終目的，本集團為員工及管理層組織各類活

動，例如論壇以交流意見及培訓項目以分享知識。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約為132,547,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144,756,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202,359,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184,829,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維持於2.0 （二零一一

年：1.9），而淨現金與權益比率（現金減計息借貸除以權益總額）為14.1%（二零一一

年：15.6%）。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合共為176,64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214,549,000港元），其中83,06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2,442,000港元）已獲動用。該等

借貸包括銀行貸款信貸44,70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9,255,000港元），貿易融資信貸

37,74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2,070,000港元）及融資租賃承擔618,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1,117,000港元）。除了融資租賃承擔，本集團借貸的到期日情況分為於一年內及於

第二至第五年內到期，分別為68,389,000港元及14,05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分別為

69,622,000港元及21,703,000港元）。銀行借貸按介乎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

拆息加0.40厘至2.25厘（二零一一年：0.40厘至1.5厘）的利率或最優惠利率減1厘（二零

一一年：1厘）計息。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並累積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

求。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一年：無），惟以融資

租賃作抵押的資產除外。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其業務交易。由

於港元仍與美元掛鈎，故於此方面並無重大匯兌風險。為管理人民幣升值，本集團已成

功於中國內地增加其收益以持續對沖人民幣收款及人民幣付款。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信

貸均以港元計值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僱用53名僱員（二零一一年：57名）及僱用

工人總數約2,440名（二零一一年： 2,355名），當中包括其所有於中國的職員及工人。本

集團的薪酬政策建基於公平原則，以獎勵為基礎（如適用）、以表現為主且向僱員提供

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組合。薪酬組合一般定期檢討。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

權計劃、與表現掛鈎的花紅、強積金供款及醫療保險。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0.7 港仙（二零一

一年：末期股息每股 2.8 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 1.2 港仙）。總額約 3,072,000 港元（二

零一一年：17,333,000 港元）須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連同總額約為 6,057,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9,100,000 港元）的中

期股息每股 1.38 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 2.1 港仙），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股息總額將為每股 2.08 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 6.1 港仙），合共約為 9,129,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26,433,000 港元）。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派付末期

股息後，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星期五）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未來的前景充滿挑戰及機遇。本集團認為主要挑戰包括：1)經濟及消費（尤其是歐洲、

中國及美國需求）大幅放緩可能影響產能利用及營業額增長 2)於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等

假日期間的訂單減少，將會對勞動力計劃產生影響 3)由於客戶因金屬商品的價格下跌

而要求降低售價造成的價格壓力 4)由於廣東省勞動力短缺問題非常嚴重及可能不會於

不久將來有所改善造成的製造成本壓力。 

 

然而，本集團對下個財政年度的機遇持謹慎樂觀態度。我們相信將會有另一波行業整合，

其長遠而言將有利於如本集團的較大規模出口商。本集團擬繼續投資於自動化以作出充份

準備把握未來增長機遇。最後，本集團將致力於維持穩健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以獲取來自

我們開發新產品及創新產品功能的回報。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出售或贖回出售或贖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本公司的上市股份本公司的上市股份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上上上

市規則市規則市規則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企管守則企管守則企管守則」）中的適用守則條文，惟與

企管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之處除外。本企業管治報告載有對本公司遵照適用的企管

守則條文的詳細常規解釋及就偏離行為的考慮因由。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出任。林偉

明先生目前擔任主席一職，同時被視作為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主席及行政總裁由同一

人擔任能穩健及一致地領導本集團發展及執行長遠的業務策略及發展計劃。董事會相信已

充分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於本年度

內符合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守則守則守則守則」），作為監管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程序。經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本公司全

體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中所載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

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非由本公司前任或現任核數師所僱用，與彼等亦無

聯繫。本集團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立信德豪」）已就本集

團本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中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

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

十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將有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的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 

 

為釐定收取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的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

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及適用的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

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全部資料之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度報告，將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十一日或以前寄發給本公司股東並且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kenford.com.hk)刊登。 

 

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於過去一年的勤奮盡職致以衷心謝意。本人亦謹

此感謝我們的股東對本集團的信任、遍佈全球的客戶對我們的產品及服務的信賴及支

持，以及往來銀行和業務夥伴對我們始終如一的支持。 

 
 
 
 
 承董事會命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明林偉明林偉明林偉明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林偉明先生（主席）及譚治生先生（董事總
經理），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帆華先生、李智聰先生、李達華先生及蔡漢強先生
組成。 
 
網址: www.kenford.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