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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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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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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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隨附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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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該等隨附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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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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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股息公佈 

 

第第第第 I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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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收益表（就

本集團而言）連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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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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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92,626 26,917,919 25.17 

    

銷售貨物成本 (32,229,888) (25,990,913) 24.00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462,738 927,006 57.79 

    

其他收入 478,398 287,312 66.51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4) (48,382) (99.08) 

行政開支 (949,910) (725,340) 30.96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990,782 440,596 124.87 

    

財務費用 (303,556) (146,466) 107.2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18,309) (21,428) (14.56)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68,917 272,702 145.29 

    

所得稅開支 (153,701) (65,692) 133.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 515,216 207,010 148.88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列各項：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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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30 260,510 

無形資產攤銷 17,223 17,34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金融資產的公允值虧損 18,309 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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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財務狀財務狀財務狀財務狀況報表況報表況報表況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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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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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9,638 4,360,077 － － 

無形資產 149,896 163,954 － － 

商譽 1,377,449 1,377,449 － －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2,734,911 2,650,48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金融資產 18,303,434 18,321,743 － － 

 24,080,417 24,223,223 2,734,911 2,650,483 

     

流動資產流動資產流動資產流動資產     

存貨 5,455,385 4,372,686 － － 

應收貿易款項 56,725,718 44,934,212 － －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17,296,438 19,762,813 25,921 48,827 

衍生金融工具 377,006 424,205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58,221,248 58,398,97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53,612,408 43,207,446 － － 

受限制銀行結餘 1,587,688 1,186,929 － － 

銀行及現金結餘 6,948,881 10,471,864 4,416 7,542 

 142,003,524 124,360,155 58,251,585 58,45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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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5,306 5,605,963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678,173 2,631,005 288,582 323,449 

銀行貸款 10,175,078 3,683,935 － － 

信託收據貸款 31,457,500 24,152,509 － －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1,175,501 1,199,993 － － 

即期稅項負債 674,670 731,144 － － 

 54,856,228 38,004,549 288,582 323,449 

     

流動資產淨值 87,147,296 86,355,606 57,963,003 58,131,892 

     

資資資資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產淨值 111,227,713 110,578,829 60,697,914 60,78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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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43,123 105,494,239 55,613,324 55,697,785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11,227,713 110,578,829 60,697,914 60,78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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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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須於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金額按要求償還的金額按要求償還的金額按要求償還的金額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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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12,154 9,495,925 26,187,660 2,84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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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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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588,000美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1,187,000美元)及結構性存款約668,000美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668,000美元)存放於香港

的銀行，作為一般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的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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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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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917 272,702 

調整：    

財務費用 303,556 146,466 

利息收入 (364,196) (141,488) 

衍生金融工具公允值收益 47,199 58,90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之公允值虧損 18,309 21,4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130 260,510 

無形資產攤銷 17,223 17,346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133,668 － 

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營運資本變動前經營溢利 937,806 635,872 

存貨（增加）／減少 (1,082,699) 943,418 

應收貿易款項（增加）／減少 (11,791,506) 13,104,496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2,134,956 (647,536)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減少） 3,089,343 (4,313,69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47,168 (134,325)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所得現金所得現金所得現金所得現金 (6,664,932) 9,588,233 

已付利息 (303,556) (146,466) 

已付所得稅 (210,175) (1,477,571) 

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所得現金淨額 (7,178,663) 7,96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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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615 61,488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691) (27,261) 

購置無形資產 (3,165) － 

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減少 (400,759) 135,795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增加 (10,404,962) (18,153,527) 

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金淨額 (10,115,962) (17,98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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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5,925 － 

償還銀行貸款 (3,004,782) (309,510) 

償還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24,492) (295,822) 

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7,304,991 3,342,750 

融資活動所得現金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金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金淨額融資活動所得現金淨額 13,771,642 2,73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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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2,983) (7,281,891) 

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期初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0,471,864 14,215,803 

期末現金及期末現金及期末現金及期末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現金等價物現金等價物現金等價物 6,948,881 6,933,912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現金及現金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金結餘 6,948,881 6,93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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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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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支付   

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儲備 

基金 

保留溢利／

（累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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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3,497,023 1,885,258 34,628,624 103,660,031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07,010 207,01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 3,497,023 1,885,258 34,835,634 103,867,041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107,662 5,171,421 1,927,625 39,722,995 110,578,829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15,216 515,216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133,668 － － － 133,668 

轉入儲備基金 － － － － 6,230 (6,230)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241,330 5,171,421 1,933,855 40,231,981 111,227,713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 － － (2,119,457) 61,529,669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23,456) (123,45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 － － (2,242,913) 61,406,213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5,084,590 58,564,536 107,662 － － (2,974,413) 60,782,375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18,129)   (218,129)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 － 133,668 － － － 133,66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084,590 58,564,536 241,330 － － (3,192,542) 60,697,914 

        

 

 

1(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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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金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以換取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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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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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尚未兌換之可換股證券及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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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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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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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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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結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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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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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算方法算方法。。。。 

 

除下文第 5段所載述者外，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並無變動。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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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以及導致該變動

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之原因及其影響。。。。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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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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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所

呈報的數額發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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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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優經扣除優經扣除優經扣除優先股息之任何先股息之任何先股息之任何先股息之任何

撥備撥備撥備撥備。。。。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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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0.03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NA NA 

 
NA：不適用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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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二零一二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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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 

 

17.40 

 

9.55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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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因素因素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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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金營運資金營運資金營運資金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及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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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載列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綜合收益表的主要變動。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26,918,000美元增加約 25.17%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

一季度約 33,693,000 美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內分銷及推廣及決方案分部的收入增加所

致。 

 

銷售貨物成本 

銷售貨物成本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25,991,000美元增加約24.00%至二零一三年財

政年度第一季度約32,330,000美元，與收入增加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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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927,000 美元增加約 57.79%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

季度約 1,463,000美元，而毛利率亦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3.44%增加至二零一三年

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4.34%。毛利及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分銷及推廣及決方案分部的貢獻增加

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287,000 美元增加約 66.51%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約 478,000 美元。該增加主要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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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725,000 美元增加約 30.96%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約 950,000美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期內的一般營運成本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146,000美元增加約 107.25%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約 304,000美元。該增加主要因本集團用作一般營運資金的銀行貸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二年財政年第一季約66,000美元增加約133.97%至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

季約154,000美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應評稅溢利增加所致。 

 

本期純利 

綜合以上所述，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期内溢利增加約148.88%至約515,000美元。 

 

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財務狀況報表 

 

下文載列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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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4,373,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的約5,455,000美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增加

購買所致，與分銷及推廣及決方案分部的活動增加一致。 

 

應收貿易款項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44,934,000 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56,726,000美元，與收入增加一致。 

 
預付款項、按金及

其他應收款項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9,763,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17,2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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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

月之定期存款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43,207000 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53,612,000 美元，主要由於存放於銀行以賺取

更多利息收入的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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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銀行結餘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187,000 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1,588,000 美元，主要由於本期間受限制銀行

結餘的抵押給予新的銀行融資所致。 

   

銀行及現金結餘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0,472,000 美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6,949,000 美元，主要由於以下二零一三年財

政年度第一季度綜合現金流量表的主要變動中所述的原因所致。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

據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606,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的約8,695,000美元，主要由於年內更多的採購以信託

收據貸款償付。 

 

借貸及債務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29,036,000 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 42,808,000 美元，主要由於本期間內因本集團

用作營運資金的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貸款增加。 

   

資產淨值 ： 綜合以上所述，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

110,579,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約111,228,000美

元。 

 

現金流量 

下表載列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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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000 美元。然

而，現金流出主要由於存貨、應收貿易款項、應付貿易款項及票

據和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以及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

應收款項減少的淨影響約為 7,603,000 美元及利息及所得稅付款

約 514,000 美元所致。由此產生之經營活動現金流出約為

7,179,000美元。 

 

投資活動 ： 淨現金流出約 10,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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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2,000 美元，主要由於本期內信託收據貸款增

加所致。 

 

淨變動 ： 綜合以上所述，本期內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減少淨額約 3,523,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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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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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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tner, Inc.（「Gartner」）的統計數字，二零一二年首季全球手機累計出貨量約為

419,100,000 部，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跌 2%。這是該市場自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以來首次出現

下滑。手機銷量的下滑幅度超過預期，主要是由於亞太地區的需求有所放緩。Gartner 預期，與

二零一一年錄得的雙位數增幅相比，二零一二年整個手機市場將增長 7%。 

 

二零一二年首季，全球智能手機按年增長 42.5%，根據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的統計數字，智能手機的出貨量約為 144,900,000 部。增幅較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

的 57.4%下降 14.9%。這表明，二零一二年智能手機的增長正逐漸放緩。 

 

中國市場的手機用戶數目穩步增長，於一月至五月期間，手機用戶人數約增加 54,400,000，其

中 3G用戶人數約增加 38,300,000。 

 

現時手機市場競爭劇烈、毛利率不停下降，而且經濟情況未見明朗的情況下，正正提醒我們，

本集團從事的行業充滿挑戰，而且變幻莫測，因此我們必須維持開源節流策略。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是本集團的播種期，期內多項決策對集團未來發展有著舉足輕重影響，年

內啟動的多個項目預期會為集團帶來長遠收益。秉承 Z-Obee 以創新科技為本的經營理念，本集

團積極發展高增值科技項目。除了自行研發的 VM 平板電腦讓集團能夠開拓新的電子媒體業務

外，本集團對於引進高科技項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市場亦不遺餘力。 

 

本集團跟多間臺灣科研企業發展策略性合作關係，當中以節能項目表現最為理想。隨著中國政

府及企業日益重視節能及環保問題，加上中國政府推出相關政策支持企業實行節能措施，市場

對高質量節能 LED照明產品需求大增。作為科技項目管理者，本集團憑藉多年來對中國市場及

法規的了解與管理科技產品及財務項目經驗，針對節能 LED照明業務進行大量前期布局工作，

預期該業務將成為集團未來收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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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來主要發展策略，將繼續以自身研發力量及引進高質量技術發展高增值科技項目。在

維持手機相關核心業務同時，將開拓更多可持續性收益項目；透過 (i) 引進 VM平板電腦到其他

航空公司、機場、酒店、渡輪及高鐵等作為娛樂及廣告多媒體電子雜誌；及(ii) 以「承包商」模

式，從設計、安裝、採購到保養一條龍式管理節能 LED照明項目，本集團非常有信心該等策略

將提供有效開創收入新來源的機遇。 

  

儘管存在著不明朗因素和挑戰，本集團深信以集團的實力，必能應付各種挑戰。我們擁有優秀

研發團隊、強大國際網絡和超卓銷售服務水平，加上與政府及私營企業建立了緊密關係，憑藉

這些核心實力，相信公司必可繼續取得非凡成就。 
 

本公佈可能載有前瞻性聲明，當中涉及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實際未來表現、成果及業績或會基
於多種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例如經濟及行業狀況、全球及地區政治環境、監管規定及消

費者行為的變動等）而與前瞻性聲明所述者有重大出入。 閣下切勿過份依賴基於管理層對目前
發生的若干重大事件的觀點而作出的前瞻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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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b) 緊接緊接緊接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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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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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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就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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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名稱 於回顧財政期間所有利害關係人

交易的總值（不包括低於 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易及根據第 920 條

的股東授權進行的交易） 

根據第 920 條的股東授權進行的

所有利害關係人交易的總值（不

包括低於 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

易） 

無 無 不適用 

 

 本集團並無自股東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一般授權。 

 

 

 

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世仁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705(5)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條作出聲明 

 

吾等確認，據吾等所深知，概無任何事宜須獲董事會垂注，而該等事宜可能致使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第一季度的 Z-Obee Holdings Limited 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產生錯誤或誤導。 

 

代表董事會 

Z-Obee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董事 

王世仁 呂尚民 

 

日期：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