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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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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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之營業額約達1,397,945,000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增長約9.2%。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達 113,332,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增加約 11.0%。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2.42港仙，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增加約10.5%。

• 董事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0.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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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前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397,945 1,279,880

銷售成本  (1,089,072) (1,041,522)
   

毛利  308,873 238,35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834 16,4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3,399) (29,704)

行政開支  (95,868) (70,575)

其他經營開支凈額  (511) (7,656)

財務費用  (26,476) (22,312)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18 712
   

除稅前溢利 5 156,371 125,271

所得稅開支 6 (26,913) (21,271)
   

期內溢利  129,458 104,00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3,332 102,11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126 1,882
   

  129,458 104,0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2.42港仙 2.19港仙
  

 －攤薄  2.41港仙 2.13港仙
  

股息詳情於附註7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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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29,458 104,000
   

其他全面收益
重估收益 685 5,524

所得稅影響 (113) (911)
   

 572 4,613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18,990 26,229

 －聯營公司 371 65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19,933 31,5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9,391 135,50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2,187 131,99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204 3,511
   

 149,391 13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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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3,483 1,077,552

租賃土地之預付款項  34,049 34,026

一項投資物業  51,852 50,976

商譽  22,751 22,751

預付款項  64,192 59,14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6,492 46,986

長期按金  51,007 32,040

遞延稅項資產  3,703 3,703
   

非流動資產總額  1,417,529 1,327,175
   

流動資產
存貨 9 836,829 672,87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147,576 1,303,89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35,035 118,823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995 4,550

可收回稅項  1,158 132

已抵押存款  106,512 57,40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95,103 253,784
   

流動資產總額  2,423,208 2,411,45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946,324 857,21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114,233 122,831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54 54

應付稅項  162,788 162,332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496,440 402,639
   

流動負債總額  1,719,839 1,545,074
   

流動資產淨值  703,369 866,3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20,898 2,193,558
   



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款  60,035 236,911

來自一間附屬公司之一名非控股股東之貸款  7,331 7,331

遞延稅項負債  37,228 34,17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4,594 278,418
   

資產淨值  2,016,304 1,915,140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6,833 46,783

 儲備  1,897,899 1,811,464
   

  1,944,732 1,858,247

非控股股東權益  71,572 56,893
   

股權總數  2,016,304 1,915,140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投資控股。本公司旗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製造及銷售電器產品配件、其他電子產品及
五金產品。期內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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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應結合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下列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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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高通脹
  及剔除首次採納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轉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變現相關資產

除下文進一步解釋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的影響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修訂本」）闡明以公允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修訂本引入可推翻推定，按
公允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以其賬面值藉出售而可收回的基準而釐定。此外，該等修訂納入以往在香港
（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重估非折舊資產的收回之規定，即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重估模式計
量之非折舊資產遞延稅項，應以出售基礎計量。

本公司於中國內地擁有一項投資物業。於中國內地，出售投資物業及出售擁有投資物業實體之稅務影響或有不同之
處。根據本公司之業務模式，擁有投資物業之實體可透過使用物業而收回價值，在此基準上出售之假定已被推翻。
因此，本公司繼續按照中國內地投資物業可透過使用收回價值之基準確認遞延稅項。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未生效之其他標準、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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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146,869 181,308 69,768 – 1,397,945

 部門間銷售 15,378 29,173 – (44,551) –
     

總計 1,162,247 210,481 69,768 (44,551) 1,397,945
     

折舊及攤銷前之分類業績 228,977 21,396 (1,356) – 249,017

折舊 (59,108) (6,751) (2,123) – (67,982)

攤銷 (357) (784) (40) – (1,181)
     

分類業績 169,512 13,861 (3,519) – 179,854
    

未分配收入     12,83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0,759)

財務費用     (26,476)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918
     

除稅前溢利     156,371

所得稅開支     (26,913)
     

期內溢利     12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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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045,262 185,642 48,976 – 1,279,880

 部門間銷售 4,235 7,442 4,599 (16,276) –
     

總計 1,049,497 193,084 53,575 (16,276) 1,279,880
     

折舊及攤銷前之分類業績 186,886 17,164 (4,046) – 200,004

折舊 (48,767) (6,115) (1,533) – (56,415)

攤銷 (344) (711) (38) – (1,093)
     

分類業績 137,775 10,338 (5,617) – 142,496
    

未分配收入     16,44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2,073)

財務費用     (22,312)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712
     

除稅前溢利     125,271

所得稅開支     (21,271)
     

期內溢利     104,000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973,689 400,145 91,183 3,465,017
    

未分配資產    375,720
    

總資產    3,840,737
    

分類負債 902,661 112,303 52,978 1,067,942
   

未分配負債    756,491
    

總負債    1,82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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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通訊設備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及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881,732 377,217 94,927 3,353,876
   

未分配資產    384,756
    

總資產    3,738,632
    

分類負債 837,945 90,566 58,923 987,434
   

未分配負債    836,058
    

總負債    1,823,492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區分類之未經審核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東南亞 中東 其他地區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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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239,477 1,176,363 35,796 7,095 48,837 25,092 73,835 71,330 1,397,945 1,279,880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234,018 78,757

客戶B 146,504 138,727
  

 380,522 217,484
  

上述收入包括一組實體的銷售，該實體乃受各客戶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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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97 382

預付款項攤銷 784 7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7,982 56,415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611 5,373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 (119) (106)

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 1,134

存貨變現損失準備 6,000 2,976

外匯差額淨額 (7,277) (13,3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36 (57)

一項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247) (1,665)

利息收入 (791) (403)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一年：16.5%）計算。本集團在其他國家經營所
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所須繳納之稅項，乃按各有關國家之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根據當地之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所有企業所得稅率統一為
25%。

褔建省石獅市通達電器有限公司及通達（厦門）科技有限公司（「厦門科技」）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可按優惠稅率
15%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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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香港
 期內稅項支出 25 12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62)
  

 25 65
  

現時－其他地區
 期內稅項支出 23,690 18,84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4
  

 23,690 18,853
  

遞延 3,198 2,353
  

期內總稅項開支 26,913 21,271
  

分佔聯營公司應佔稅項金額17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86,000港元）乃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分佔聯營公
司溢利及虧損」。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派發之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
 末期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及0.2港仙） 46,833 56,109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及批准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8港仙（二零一一年：0.7港
仙），總計37,466,400港元（二零一一年：32,748,1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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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表進行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3,332,000 102,118,000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81,129,670 4,668,141,989

潛在的普通股攤薄影響：
 購股權 16,204,446 91,321,429

 認股權證 – 26,785,71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97,334,116 4,786,249,132
  

9.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388,383 221,802

在製品 142,697 112,453

製成品 305,749 338,621
  

 836,829 672,87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75,4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1,376,000港元）之模具被計入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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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957,166 1,131,887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74,308 165,634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3,085 6,283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192 1,220

超過一年 32,590 30,063
  

 1,179,341 1,335,087

減值撥備 (31,765) (31,195)
  

 1,147,576 1,303,892
  

本集團之一般政策為容許三至六個月之信貸期。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及過去還款記錄良好之客戶可享有
更長之信貸期，以維持良好業務關係。本集團希望對拖欠應收賬款維持嚴格監控。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款項。基於
前述理由及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涉及眾多不同顧客，故此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款為不附息。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附息且一般於60至90日內結清。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637,807 655,123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54,549 164,989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3,494 7,479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4,479 13,584

超過一年 25,995 16,043
  

 946,324 85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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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業務及財務回顧

作為全球消費類電子產品之精密結構件領先供應商，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集團」）憑藉核
心模內鑲件注塑（「IML」）技術繼續保持其主流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的外觀結構件的首選夥
伴地位。縱然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全球經濟低迷、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及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本
集團仍能保持穩固發展，在銷售、毛利、期內溢利各方面均錄得增長。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之整體收入增加約9.2%至1,397.9百萬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為1,279.9百萬港元。由於本集團專
注發展高利潤產品，因此毛利較去年同期的238.4百萬港元增加29.6%至308.9百萬港元。整體毛
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8.6%上升至22.1%而所有分類部門的毛利率亦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13.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02.1百萬港元上升11.0%。整體淨利率維持約
8.1%（去年同期為8.0%）。

其他收入和收益淨額較去年同期下跌約3.6百萬港元，主要因為人民幣升值幅度放緩因而減少匯
兌收益。此外，宣傳及推廣相關開支增加亦令銷售及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3.7百萬港元。
由於國內工資水平提升及研發費用增加，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的70.6百萬港元增加至95.9百萬港
元。本集團的融資成本與去年相近，約佔總銷售額1.9%。

本期間，按營業額計算（於計算非控股股東權益前）之利潤率由 8.1%增加至 9.3%。透過實施精細
化管理嚴格控制成本，加上擁有核心技術的優勢，本集團能持續優化其產品組合並實現利潤率
提升。

2. 營運分類資料

a. 電器配件部門

電器配件部門分為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三項分部業務。本期間，整體部門收入增長
9.7%至約1,146.9百萬港元（去年同期為1,045.3百萬港元）。手機和手提電腦業務的收入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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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分別增長34.3%和40.8%，然而電器用品業務的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下降 30.2%。

i. 手機

受惠於智能手機市場持續發展，手機業務繼續成為集團主要增長動力。此業務的銷售額
達608.9百萬港元，較上年同期之453.4百萬港元增長34.3%。於本期間，本集團智能手
機玻璃及 IML觸控螢幕、不導電真空電鍍 (NCVM)外殼以及精密塑膠內嵌結構件等高增
值產品深受客戶歡迎，帶動相關銷售大幅上升。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手機外殼整合的開
發能力，以深化與各核心客戶的合作關係。

ii. 電器用品

中國在金融海嘯後推出大規模的刺激經濟方案，當中家電行業受惠於政府補助政策（包
括「以舊換新」及「家電下鄉」）因而錄得快速增長。惟有關政策已逐步取消，加上房地產
市場的調控措施使國內白色家電銷售在2012年上半年大受打擊，本集團電器用品業務的
銷售較去年同期的416.3百萬港元減少 30.2%至290.7百萬港元。

儘管如此，由於節能環保、家用電器智慧化和時尚化已成為家電行業的發展趨勢，本集
團相信業務可維持穩定發展。本集團會持續加強新工藝和新材料的應用研究，為客戶提
供更具成本效益的外觀裝飾件和功能結構件。同時，亦會向多元化產品應用進行可行性
研究，進一步擴大電器用品業務的客戶群。

iii. 手提電腦

於本期間，手提電腦業務錄得強勁增長，銷售收入達247.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175.6百萬港元上升 40.8%。由於本集團掌握多種外殼表面處理技術和擁有處理不同裝
飾材料的能力，包括 IML、IMD、金屬質材和嵌件成型等技術，得到一眾長期客戶如聯
想、戴爾、惠普、東芝、華碩、宏碁、廣達和仁寶等的認同和支持。由於金屬表面處理
將會是手提電腦外蓋和配件產品的重點趨勢，從去年開始，本集團開發了多種金屬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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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質感的手提電腦外殼，如金屬拉絲、衝壓紋理質感複合質材以及超薄電腦外殼，
更於2012英特爾信息技術峰會（IDF 2012）上超級電腦本展區內展出。集團會繼續開發新
產品，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要，使有關業務能穩步增長。

b. 五金部件部門

於本期間，該部門銷售收入為181.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85.6百萬港元減少2.3%。本集
團從去年開始著手調整該部門的發展策略，持續淘汰低毛利率的產品，專注生產具有不同表
面效果的鋁部件和精密金屬結構件等。雖然該部門的銷售收入下跌，但受惠於原材料價格下
調和產品組合優化，此業務的毛利率及分類業績均有所提升。本集團相信通過技術創新及更
有效利用資源，五金部件部門將取得新的發展機遇。

c.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通訊設備部門仍專注於生產數位衛星電視接收機及機頂盒。儘管受歐美
債務危機影響，但由於主客戶群來自中東，加上倫敦奧運效應，銷售自去年同期的49百萬港
元大幅增加至69.7百萬港元，增長率達 42.2%。

d.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類產品佔總銷售收入比重及與上年同期之比較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電器配件部門 82% 82%

 i. 手機  44%  35%

 ii. 電器用品  20%  33%

 iii. 手提電腦  18%  14%

五金部件部門 13% 14%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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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景

回顧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由於歐洲債務危機加劇，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內地經濟表現亦受外圍
因素影響而開始放緩，環球經濟面對更多不明朗因素，使經營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將貫徹審
慎理財原則及積極鞏固營運實力，在嚴峻市場環境下繼續強化業務根基，推動企業持續穩步發
展。

本集團會繼續專注於為全球消費類電子產品中三大類產品─手機、手提電腦、電器用品提供外
殼和精密結構件。為迎合市場趨勢，本集團的手機外殼會朝著超薄型、功能化部件的方向發
展。手提電腦方面，金屬覆膜和其他金屬效果將會是新研發重點。此外，集團會致力把IML的核
心技術推廣到其他電腦相關產品的應用層面，例如流動硬盤和滑鼠外殼等。電器用品方面，智
能化將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與之相適應的《智慧家用電器的智慧化技術通則》國家標準於今年 7

月1日起在國內正式實施，而「家電智慧控制」亦經已列入「十二五」期間的重點領域應用示範工
程。本集團預期，電器用品（如電飯煲、空調和洗衣機）外殼將跟隨手機及手提電腦外殼的發展
趨勢，向結構件功能化方向發展（如觸控式螢幕應用），故此本集團會善用現有技術優勢以抓緊
有關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為了應對市場挑戰和謀劃穩健發展，本集團一直重視和支持技術改進和創新，致力加強新技
術、新材料、新工藝的應用及研究開發。透過技術創新及綜合工藝的整合，不斷提高產品的附
加值，加上集團一貫引以為傲的快速應變能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配套和服務，以實現可持續
增長。

管理層對於未來業務展及增長保持樂觀，本集團將會充份利用現有資源，持續強化核心業務，
並積極把握合適機遇以加速業務拓展，竭力為股東及員工帶來更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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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 3,840.7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738.6百萬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 703.4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6.4百萬港
元）以及總權益為2,016.3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15.1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及已抵押存款結存維持約301.6百萬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1.2百萬港元），當中約 106.5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7.4百萬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

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總權益的比例）為13.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5%）。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約為 556.5百萬港元，其中約 430.2百萬港
元以浮動利率計息及其餘額約126.3百萬港元以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將位於香港帳面值約37.5

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2百萬港元）之租賃樓宇作為其中一筆 220百萬港元的
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5. 外匯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本集團約 96%（去年同期：71%）之買賣以
人民幣結算，而其餘買賣則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結算。由於買賣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可互相抵銷，
故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輕微。本集團之政策為繼續以相同貨幣維持其買賣結餘。雖然預期人
民幣升值減慢，本集團仍然會維持一貫以港元借款水平相對高於人民幣借款水平，以減低由此
可能出現之外匯風險。

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8港仙（二
零一一年：0.7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或前後派付予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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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如欲享有獲派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 18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聯交所已提升載列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守
則」），而修訂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修訂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除下文所述之偏離外，本公司已分別於 (i)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ii)二
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遵守前守則及修訂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現時
由王亞南先生同時兼任兩個職務。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能為本集團提
供強勢及貫徹一致之領導，及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在具體情況下，現有架構被認為最
恰當。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張華峰先生及楊孫西博士組
成。丁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審核委員會有效運
作指引」中所載之建議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相符。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供會計及財務建議，
並監察及確保外部核數師之獨立性及有關審核事項。此外，審核委員會負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內
部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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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曾於期內舉行之會議上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及內部監控，並曾於提呈董事
會審批前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
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代表董事會
主席
王亞南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亞南先生、王亞華先生、王亞榆先生、王亞揚先生、蔡慧生先生及王明澈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張華峰太平紳士及楊孫西博士、太平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