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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25）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 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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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4 217,001 243,398
銷售成本  (180,943) (203,218)
   

毛利  36,058 40,180
其他收益 5 2,585 1,377
分銷開支  (3,760) (4,699)
行政開支  (24,120) (24,279)
其他經營淨開支  (1,028) (1,106)
   

經營溢利 6 9,735 11,473
財務費用 8 (1,286) (641)
   

除稅前溢利  8,449 10,832
稅項 9 (1,853) (2,418)
   

本期溢利  6,596 8,41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仙） 11 3.3 4.2
   

本公司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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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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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溢利 6,596 8,414

其他全面開支：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55) (9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55) (92)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全面收益 6,541 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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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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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4 13,164 13,35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34,662 236,153

 投資物業 13 13,800 13,800

 非流動訂金  186 2,624

 遞延稅項資產  3,429 3,214
   

  265,241 269,144

流動資產
 存貨 15 92,386 80,540

 應收貿易賬款 16 109,587 102,177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7,169 8,160

 可收回稅項  1,380 2,7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051 108,142
   

  306,573 301,731
   
   

總資產  571,814 570,875
   

權益
股本 17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8 138,948 139,003

保留盈利
 其他  224,754 220,148

 擬派股息  1,990 3,980
   

總權益  385,588 3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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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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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853 21,769
   

  21,853 21,76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9 28,426 29,6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 22,374 19,983

 衍生金融工具 20 896 794

 信託收據貸款 21 56,677 59,681

 短期銀行貸款 21 56,000 56,000
   

  164,373 166,079
   
   

總負債  186,226 187,848
   
   

總權益及總負債  571,814 570,875
   

流動資產淨值  142,200 135,6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7,441 40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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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9,896 139,003 224,128 383,027

本期溢利 – – 6,596 6,596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55) – (55)

二零一一年已派發之末期股息 – – (3,980) (3,98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138,948 226,744 385,588
    

相當於：
二零一二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1,990

其他   224,75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保留盈利   226,744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9,896 121,293 220,827 362,016

本期溢利 – – 8,414 8,414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92) – (92)

二零一零年已派發之末期股息 – – (9,950) (9,95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121,201 219,291 360,388
    

相當於：
二零一一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1,990

其他   217,30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保留盈利   21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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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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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的淨現金 (2,073) (13,224)

支付香港及海外利得稅 (653) (2,090)

收取利息 355 105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371) (15,209)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847) (2,050)

支付新增機器之訂金 2,438 5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15 30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394) (1,494)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減少）╱新增信託收據貸款 (3,004) 29,647

新增短期銀行貸款 – 16,000

償還租購合約資本部份 – (1,110)

租購合約利息 – (40)

銀行貸款利息 (1,286) (601)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3,980) (9,950)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淨現金 (8,270) 33,9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減少）╱增加 (12,035) 17,24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8,142 32,6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 (56) (89)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051 4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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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恒都集團於一九八九年成立，專門製造及營銷優質的電源線、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束及塑膠皮料。本集
團主要的外銷市場是美洲、歐洲、澳洲、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客戶對象為著名的跨國電器及電子產品生產商。

除另外說明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準則（「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並按照香港財
務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在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除以下提述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止之綜合財務報表一致。

本集團已採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會計年度起生效的香港財務準則的新及經修改的準則及詮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
收回」的修訂，這修訂原定於二零一二年在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相關影響已披露在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業績。

除香港會計準則 12的改變外，此等新及經修改的準則及詮釋的採用對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及不
會對本集團會計政策有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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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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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貨 217,001 243,398
  

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者）已閱覽本集團內部報告及確定在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下根據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分
部，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亞洲國家、美洲及歐洲。每個分部是分開處理因其風險和回報是有別於其他分
部。

截至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總分部 資本性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資產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97,943 5,228 246,516 12 1,806 –

中國大陸 32,676 1,770 238,108 3,835 3,512 189

其他亞洲國家 15,794 1,007 9,954 – – –

美洲 70,245 3,519 59,783 – – –

歐洲 343 22 224 – – –
      

報告分部 217,001 11,546 554,585 3,847 5,318 189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811)
  

經營溢利  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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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總分部 資本性
 （外部銷售） 分部業績 資產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3,379 6,428 202,493 6 1,747 –

中國大陸 39,530 2,100 245,458 2,044 3,648 184

其他亞洲國家 18,153 1,206 10,299 – – –

美洲 71,997 3,706 61,638 – – –

歐洲 339 22 144 – – –
      

報告分部 243,398 13,462 520,032 2,050 5,395 184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989)
  

經營溢利  11,473
  

總分部資產與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554,585 520,032

投資物業 13,800 11,000

遞延稅項資產 3,429 2,251
  

總資產 571,814 533,283
  

報告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

未分配費用，扣除收入主要是公司支出及投資物業收入。

收益約 40,09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9,753,000港元）是來自單一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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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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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料收入 2,230 1,272

利息收入 355 105
  

 2,585 1,377
  

6. 經營溢利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淨（收益）╱開支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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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銷及折舊：
 土地使用權攤銷 189 184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18 4,922

 根據租購合約持有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473

核數師酬金 941 744

出售存貨成本 133,835 160,389

外匯淨虧損 84 555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80 179

投資物業支銷 54 48

衍生金融工具淨虧損 10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5 65

貿易應收款撇銷 173 –

慢用存貨（回撥）╱撥備 (235) 104

退貨及呆賬撥備 762 8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7） 43,493 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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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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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工資 41,501 38,787

社會保障成本 1,780 1,496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10 223

其他 2 9
  

 43,493 40,515
  

員工成本包括支付予董事之酬金，賬列如下：

(a) 董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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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5,104 5,115

酌情花紅 97 566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38 36
  

 5,239 5,717
  

8 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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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286 601

租購合約中之利息 – 40
  

 1,286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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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一年：16.5%）之稅率撥備。

海外溢利稅項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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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 1,300 800

海外稅項 764 1,648

年前超額撥備 (79) –

遞延稅項 (132) (30)
  

 1,853 2,418
  

10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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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普通股 0.01港元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一一年：0.01港元） 1,990 1,990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擬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0.01港
元。此項擬派股息並無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賬目中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未經審核溢利 6,59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14,000港元）除以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98,958,000股（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98,958,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因沒有具攤薄普通股於報告期結束日，故每股攤薄溢利與
其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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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本地 海外 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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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07,100 90,365 4,555 17,193 1,173 5,171 1,866 8,730 236,153

添置 – – 3,040 535 1 271 – – 3,847

出售 – – – (15) – (5) – – (20)

折舊 (1,174) (1,124) (193) (1,688) (77) (456) (178) (428) (5,318)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105,926 89,241 7,402 16,025 1,097 4,981 1,688 8,302 234,662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11,802 91,403 6,208 13,357 5,335 14,667 142,772

估值 107,100 90,365 – – – – – – 197,465

累積折舊 (1,174) (1,124) (4,400) (75,378) (5,111) (8,376) (3,647) (6,365) (105,575)
         

賬面淨值 105,926 89,241 7,402 16,025 1,097 4,981 1,688 8,302 234,662
         

 土地及樓宇
 本地 海外 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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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97,500 84,276 5,169 18,685 1,395 4,888 2,410 9,652 223,975

添置 – – 106 1,643 11 1,040 – – 2,800

出售 – – – (72) – (19) (150) – (241)

折舊 (2,137) (2,039) (474) (3,557) (152) (904) (426) (922) (10,611)

重估 11,737 4,285 – – – – – – 16,022

匯率調整 – 3,843 (246) 494 (81) 166 32 – 4,208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面淨值 107,100 90,365 4,555 17,193 1,173 5,171 1,866 8,730 236,153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 – 8,762 90,883 6,207 13,091 5,335 14,667 138,945

估值 107,100 90,365 – – – – – – 197,465

累積折舊 – – (4,207) (73,690) (5,034) (7,920) (3,469) (5,937) (100,257)
         

賬面淨值 107,100 90,365 4,555 17,193 1,173 5,171 1,866 8,730 236,153
         

土地及樓宇租賃期為十至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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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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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初╱年初 13,800 11,000

重估盈餘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 – 2,800
  

於期末╱年末 13,800 13,800
  

14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土地使用權權益列作預付經營租賃款項及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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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海外擁有：
 －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 13,164 13,353
  

15 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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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 32,538 29,494

在製品 21,937 16,665

製成品 40,061 36,766
  

 94,536 82,925

慢用存貨撥備 (2,150) (2,385)
  

 92,386 8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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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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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三個月 100,962 99,606

四個月至六個月 8,785 10,364

超過六個月 8,538 143
  

 118,285 110,113

退貨及呆賬撥備 (8,698) (7,936)
  

 109,587 102,177
  

客戶主要以信貸方式付款，惟新客戶須於貨品付運時以現金付款。一般而言，客戶須於發票發出後三十至九十
日內付款。付款記錄良好及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關係之客戶，可享受有較長之付款期。

17 股本

 股份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16

18 儲備

  匯率 土地及樓宇 資本
 股份溢價 變動儲備 重估儲備 贖回儲備 總其他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5,885 23,102 99,912 104 139,003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55) – – (5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23,047 99,912 104 138,948
     

  匯率 土地及樓宇 資本
 股份溢價 變動儲備 重估儲備 贖回儲備 總其他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5,885 18,301 87,003 104 121,293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92) – – (9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18,209 87,003 104 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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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貿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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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款項 28,426 29,6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2,374 19,983
  

總額 50,800 49,60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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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三個月 26,168 24,032

四個月至六個月 1,634 5,098

超過六個月 624 491
  

 28,426 29,621
  

20 衍生金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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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外匯合約－用於買賣 896 794
  

集團與銀行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預設兌換率賣出美元以匯兌人民幣，結算作為經營用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未償還遠期外匯合約為 70,95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672,000港元）。

於報告期結束日，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運用已報價遠期匯率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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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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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56,677 59,681

短期銀行貸款 56,000 56,000
  

 112,677 115,681
  

總貸款 112,677 115,681
  

總貸款包括有抵押負債 88,94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7,681,000港元）以本集團的土地及樓宇及
投資物業作抵押。

貸款的到期日如下：

 信託收據貸款 短期銀行貸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56,677 59,681 56,000 56,000

1至 2年內 – – – –

2至 5年內 – – – –
    

5年內全數償還 56,677 59,681 56,000 56,000

超過 5年 – – – –
    

總貸款 56,677 59,681 56,000 56,000
    

22 銀行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 268,81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5,810,000港元）之銀行融
資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a)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合共119,72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90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
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抵押；

(b) 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 145,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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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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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5,844 6,200

酌情花紅 154 599

退休金成本 –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50 52
  

 6,048 6,851
  

2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裝修及廠房及機器之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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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但未撥備 1,144 2,248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內屆滿之不可撇銷經營租賃於日後之最低租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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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5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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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營業額為 217,00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43,398,000港
元）。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 6,59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414,000港元）。每股盈利為
0.033港元（二零一一年：0.042港元）。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 1港仙）。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至九月五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户登記手續。
凡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前，將過户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一併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過户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至1716號鋪，辦理股票過户登記手續。預計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派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為 96,051,000港元。 本集團之綜合借貸
為 112,677,000港元，全為短期債項；所有借貸均以港元為單位，按浮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有營運資金 142,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652,000港元）。流動比
率為 1.87。本集團之綜合應收貿易賬款為 109,587,000港元，佔期內 217,001,000港元營業額之
50.5%。

股本結構

本集團之權益為 385,5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7.0%。負債對資本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
資金計算）約為 48.3%。

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集團約有 88,94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7,681,000港元）之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及本公司所提供
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該等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總賬面值淨值共 119,72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0,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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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公司所有可預見外匯風險已被合適地監管及對沖。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電源線及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束及塑膠皮料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56%、12%、30%及 2%。

本公司在二零一二上半年繼續維持盈利。營運成本的增加包括商品價格波動，加上美國及歐州的
經濟衰退及中國大陸的製造環境轉壞造成的結果。因新的中國勞動法和環境法增加成本，這對本
集團的利潤率增加了很大壓力。

我們採用“精益生產”的策略去減輕在中國大陸營運成本上升的影響，營運效率為我們的計劃的核
心內容，以提高自動化和勞動生產率為我們的策略。

本集團對我們客戶提供產品質量的承諾保持不變，儘管目前經濟困難的氣候。我們繼續提供高品
質的材料給我們的產品，結果不得不放棄利潤不足的訂單和客戶。

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規定，所有以加工貿易經營的企業必須於二零一二年變更成外商獨資
企業。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起，我們其中兩間中國工廠，深圳市寶安區石岩恒都塑膠五金廠和寶
安區石岩恒都塑膠廠的營運分別由深圳恒都塑膠五金有限公司和深圳恒鍵塑膠有限公司所代替。

未來展望

本集團維持對環球經濟環境謹慎樂觀及二零一二下半年將逐步改善。

美國仍然是本集團的最主要海外市場，我們的目標是開拓其他新產品為本集團帶來新的收益來源。

我們的核心策略仍然是為客户創造價值，並會繼續提供高品質及有競爭力的產品及改善營運效率
達致減低成本。這些措施可以幫助我們繼續為我們的客戶和股東創造巨大價值。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年資福利制度、提供培訓計劃及改善員工休憩及娛
樂地方致力吸納及挽留出色員工。

總體而言，本集團對長遠前景充滿信心，並具有較強的現金流和足夠的儲備去面對即將到來的挑
戰及業務風險。



22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1,500名全職之管理，行政及生產人員。 本
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慣例而定。高級管理人員因應僱員表現、經驗及業內慣例，每年檢討及
釐定僱員薪酬。在職培訓，本集團鼓勵員工參與校外課程繼續學習。

或然負債

我們正在對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逾期債務，財務費用和附帶的法律及其他費用進行訴訟，合
計 12,432,000港元 (10,071,000人民幣）。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將進行該判決。其中 6,859,000港元呆
賬已經在二零一一年的年度業績中保守地撥備。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進
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企業治理

本集團致力維護股東權益，不斷改善企業管治水平。因此，我們設立監察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遵守最佳守則。

社會責任

本集團堅守信念，做一家肩負社會責任的良心企業，所以我們持續支持香港及中國的社會公益活
動。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已採用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要求。

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了守則中守則條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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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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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進行證券之標準守則（「守則」）。 經向本公司之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 本公司所有
董事均有遵守守則之規定。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贖回任何股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展示盡資料

一份載有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9)段所規定之一切資料已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之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equitynet.com.hk/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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