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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二零一二年年度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為三十四億一千一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九 
‧ 本年度溢利為九千八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三 
‧ 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不包括減值）為十四億六千八百萬港元，

上升百分之一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為六千二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十 
‧ 每股盈利為 1.04 港仙 
 
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一一年之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410,999  3,125,455
直接經營成本  (2,970,608)  (2,741,826)
毛利總額  440,391  383,629
其他收入  10,948  13,199
分銷成本  (36,654)  (42,590)
一般及行政支出  (191,972)  (175,171)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減值虧損  (104,174)  (65,720)
研究及開發成本支出  (17,370)  (14,564)
財務成本  (3,436)  (3,470)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虧損  (21)  -
除稅前溢利  97,712  95,313
稅項抵免 4 167  133
本年度溢利  97,879  95,446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150  (2,134)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99,029  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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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本年度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62,478  56,763
非控股股東權益  35,401  38,683

  97,879  95,446

應佔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3,125  55,561
非控股股東權益  35,904  37,751

  99,029  93,312

每股盈利 6   
－ 基本  1.04 港仙  1.15 港仙

－ 經攤薄  1.03 港仙  1.14 港仙

 
 
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565 66,309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  3,911,482 3,203,621
商譽  36,795 36,795
無形資產  - -
可供出售投資  628,148 628,148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於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479 -
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  2,574,430 3,843,105

  7,213,899 7,777,978
流動資產   

存貨  20,621 25,568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7 1,812,878 1,080,301
可收回稅項  10 10
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  280,101 465,247

  2,113,610 1,5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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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8 94,633 103,388
保養撥備  1,229 1,445
客戶按金  3,483 3,514
銀行借貸－ 於一年內到期  215,870 225,198
可換股債券  - 64,341
透支  40,164 54,060
  355,379 451,946

流動資產淨值  1,758,231 1,119,180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8,972,130 8,897,158
非流動負債   

退休福利承擔  50,389 61,337
遞延稅項  - 169

  50,389 61,506
資產淨值  8,921,741 8,835,65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12,502 601,411
儲備  6,838,214 6,780,8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50,716 7,382,23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71,025 1,453,420
  8,921,741 8,835,652
 
 
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1. 編製基準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納 

 
除若干以公平價值計量之金融工具以外，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基準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歷史成本一般按換取貨品所付代價之公平

價值計量。此外，綜合財務報告亦載入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例所規定之適用

披露資料。 
 
於本年度，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之若干經

修訂準則及修訂本。於本年度應用該等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告並

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本公司董事仍在評估此等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將對綜合財務報告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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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a) 營業額 

 

營業額指年內本集團就向外界顧客出售產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已收及應收之特許權費用及

租賃收入，以及源自本集團策略性投資之已收及應收股息。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下列各項：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系統及產品 2,189,992  1,900,613
軟件特許權 1,066,338  1,028,653
提供服務 66,881  62,089
租賃系統產品 23,222  22,520
股息收入 64,566  111,580
 3,410,999  3,125,455

 

(b) 分類資料 
 
經營分類乃根據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會計政策而制定之內部管理報告識別，並由本公司執行董事定

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各分類並評估其表現。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類」，三個經營分類劃分如下： 
 
‧系統銷售、特許權及其他 - 包括銷售系統產品、軟件特許權及訂製、與提供相關服務、及銷

售文化產品之收入 

‧租賃系統產品 - 包括租賃系統產品之收入 

‧策略性投資 - 包括投資之收入 

 
經營及可報告分類之會計政策與綜合財務報告中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

之除稅前溢利（虧損），不包括利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未分配收入與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

酬等）。此乃向本公司執行董事 - 主要經營決策者 - 報告之計量方式以供其作出資源分配及分類表現評

估。 
 
有關上述分類資料呈報如下： 

 

 

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其他

租賃

系統產品 策略性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3,323,211 23,222 64,566  3,410,999

業績   
分類業績 77,697 1,503 42,030  121,230
利息收入   7,358
財務成本   (3,436)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27,41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虧損   (21)
除稅前溢利   9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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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其他

租賃

系統產品 策略性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2,991,355 22,520 111,580  3,125,455

業績   
分類業績 19,069 (268) 95,224  114,025
利息收入   6,404
財務成本   (3,470)
未分配開支 - 淨額   (21,646)
除稅前溢利   95,313
 

 

系統銷售、

特許權及其他

租賃

系統產品 策略性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用於計量分類溢利或虧損之金額：   

折舊及攤銷 1,261,740 1,424 -  1,263,164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 

減值虧損 104,174 - -  104,1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8) - -  (8)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用於計量分類溢利或虧損之金額：   

折舊及攤銷 1,282,097 944 -  1,283,041
就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所確認之 

減值虧損 65,720 - -  65,72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 (109)  (10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8) - -  (38)

 
由於本公司執行董事未有就資產及負債作出定期審閱，故未有將其納入於分類報告內計量。 
 

(c) 地區資料 
 
本集團分別按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劃分之收入及非流動資產分析載列於下表： 
 

 收入 非流動資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於六月三十日（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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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2,701,344 2,454,240
 

6,540,181  7,103,421
歐洲（主要為英國及德國） 511,968 474,474 43,046  43,955
其他 197,687 196,741 2,045  2,454
 3,410,999 3,125,455 6,585,272  7,149,830
 
附註：非流動資產不包括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及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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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折舊及攤銷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   
系統及網絡之開發成本（計入直接經營成本內） 1,250,605  1,271,112
無形資產（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  5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計入一般及行政支出內） 12,559  11,339
折舊及攤銷總額 1,263,164  1,283,041

 
4. 稅項抵免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抵免包括：   
遞延稅項 (167)  (133)
 
香港利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6.5%（二零一一年：16.5%）之稅率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收入

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並未作出稅項撥備。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地區各自採用之

稅率計算。 
 
實際稅率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利既非於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毋須繳納香港利得稅，而此等

溢利已獲豁免於澳門所得稅或毋須於其他司法地區繳納任何稅項。 
 

5. 股息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1 港仙（二零一一年：0.1 港仙） 
之二零一二年度擬派末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6,125  6,014

按以股代息方式派發相等於每股 0.3 港仙（二零一一年：0.3 港仙） 
之二零一二年度中期股息，可選擇現金 

 
18,136  17,774

以實物分派之特別股息（附註） -  19,463
 24,261  43,251
 
二零一二年度擬派末期股息乃按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之已發行股份 6,125,016,308 股（二零一一年：

6,014,110,442 股）計算。 
 
附註：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八日，董事宣佈派發以實物分派之特別股息， 每持有本公司約 527 股股份可獲派發一股數 

碼香港股份。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內，總市值為 19,463,000 港元之 11,250,000 股數碼香港股份已獲 
確認為分派。 

 
6. 每股盈利 

 
基本及經攤薄每股盈利乃按下列數據計算：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利 62,478  56,763
可換股債券利息 140  800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盈利 62,618  5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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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數目（以千股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以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6,036,372  4,924,371
以下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 19,388  140,741
以計算經攤薄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 6,055,760  5,065,112
 
於計算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每股盈利之加權平均股份數目及可換股債券對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

響時，本公司已假設於年內完成之按每持有九股現有已發行股份獲派發四股供股股份之供股計劃已於二零一

零年七月一日生效而作出調整。 
 

7. 應收貿易及其他賬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易賬款 1,017,291  843,421
預繳供應商款項 765,084  204,443
其他賬款 30,503  32,437
 1,812,878  1,080,301

 
本集團就其貿易客戶實行明確之信貸政策。根據彼等之信用、服務及貨品之性質、行內規範及市場情況而給

予客戶介乎 30 日至 180 日之信貸期。預繳供應商款項及應收其他賬款並無抵押、不計息及可退回，並預計於

報告期完結後十二個月內兌現。 
 
應收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 日 514,204  399,176
61 - 90 日 331,875  306,100
91 - 180 日 171,195  138,139
> 180 日 17  6
 1,017,291  843,421

 

8. 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應付貿易及其他賬款之結餘包括 11,855,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21,372,000 港元）

之應付貿易賬款。應付貿易賬款於報告期完結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列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 日 9,461  11,801
61 - 90 日 90  522
91 - 180 日 2,182  7,464
> 180 日 122  1,585
 11,855  21,372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 30 日至 60 日。 
 
應付其他賬款主要為預收款項及預提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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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七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

十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0.1 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 0.1 港仙），惟須待股東於二零一二年

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即將召開之股東週年大會中通過方可作實。計入二零一二年五月二十五日

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 0.3 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 0.3 港仙）後，全年股息預計為每股 0.4 港仙

（二零一一年：每股 0.4 港仙）；全年派息總額預計為二千四百萬港元，去年之比較數字為四千

三百萬港元。 
 
該等末期股息將會根據以股代息之方法，以入賬列作繳足股款之本公司新股向股東配發；股東

亦可選擇收取現金作為全部或部分股息以代替上述獲配發之股份（「以股代息計劃」）。 
 
以股代息計劃須獲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交易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按該計劃而發行的股

份上市並准予買賣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及選擇表格將在實際可行情況

下儘快寄予本公司股東。 
 
按照以股代息計劃發行之股票及股息權證預期將於二零一三年二月六日或之前送達合資格股

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六日起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七日（包括首尾兩

日）止期間暫停辦理本公司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上述末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計劃之

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

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

匯中心 26 樓。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財務業績 
 
回顧年度（「回顧年度」）內集團營業額上升百分之九至三十四億一千一百萬港元，去年同期（「去

年同期」）為三十一億二千五百萬港元。回顧年度之溢利上升百分之三至九千八百萬港元，去年

同期之比較數字為九千五百萬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從去年五千七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

十至六千二百萬港元。回顧年度每股盈利為 1.04 港仙（二零一一年：1.15 港仙）；集團之毛利率

輕微上升至百分之十二點九（二零一一年：百分之十二點三）。未計入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之盈利相對平穩，為十三億六千四百萬港元，去年同期為十三億八千二百萬港元。基於對環球

經濟（中國及某些新興市場除外）前景不感樂觀，本集團於投資項目繼續採取審慎態度，以等

待復甦跡象。於回顧年度，集團就系統及網絡之按金及預付開發成本確認一億零四百萬港元（二

零一一年：六千六百萬港元）減值虧損。若不包括減值虧損，回顧年度經調整之未計入利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利為十四億六千八百萬港元，去年同期之比較數字為十四億四千八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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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繼續檢討及執行成本控制措施，分銷成本下降百分之十四至三千六百七拾萬港元（二零一

一年：四千二百六拾萬港元）；一般及行政支出上升百分之十至一億九千二百萬港元（二零一一

年：一億七千五百萬港元），硏究及開發成本支出亦上升百分之十九至一千七百四拾萬港元（二

零一一年：一千四百六拾萬港元）。計入直接經營成本及一般及行政支出之僱員成本下降百分之

四至一億二千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一億三千一百萬港元）。折舊及攤銷支出輕微下降至十

二億六千三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億八千三百萬港元），此乃由於延緩推出新系統及網絡

項目所致。 
 
回顧年度之財務成本維持低水平於三百四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三百五拾萬港元），此乃由於

利率及集團借貸比率處於低水平所致。 
 
業務回顧 
 
回顧年度內，中國經濟於某些行業呈現放緩跡象。出口表現受制於多個西方國家的脆弱經濟，

進口低於預期亦顯示內需下降。在此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下，投資氣氛轉趨謹慎，而市場活

動步伐放緩。集團繼續集中於提供可靠性高及堅固的創新通信及綜合保安方案及服務。透過提

升產品組合及推出新服務和方案，銷售取得温和增長。然而，自去年三月日本海嘯起，從日本

採購之主要零件及產品供應受阻，影響本集團新產品之開發，因而限制收入增長。 
 
本集團之策略性投資項目如汽車遠程信息解決方案、防止手機電磁波輻射產品、以及智能物流

方案，則相繼進行，然而鑑於環球經濟狀況，進展比原定計劃稍慢。與此同時，集團努力拓展

其保安解決方案，正夥拍一些國際夥伴，提供全面為客戶度身訂造的綜合保安系統。該等投資

項目均作定期檢討，以決定有關投資是否符合原定計劃，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效益。如有需要，

集團亦會作出適當之減值撥備。 
 
於回顧年度，中國市場之銷售額為二十七億零一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二十四億五千四百萬港

元上升百分之十。 
 
集團於歐洲的銷售狀況持續受到該區不穩定經濟氣候所影響。歐洲多國政府紛紛採取緊縮措

施，削減開支及延緩推出項目，尤其是集團於英國的業務，隨著當地政府數十年來最大幅度的

削減支出引發經濟萎縮而下調。集團繼續專注於緊急通信服務、英國國家健康服務處（National 
Health Services）項目及消防監控界別，當中某些項目需延緩推出，亦有部分項目需削減預算或

甚至擱置。為了緩和英國業務之不足，集團努力拓展其他歐洲市場，充份利用其一系列創新個

人保安產品作賣點。德國為集團於歐洲的重點市場，惟其前景卻被鄰近國家的疲弱經濟基礎所

籠罩，導致歐洲整體經濟不明朗。集團來自歐洲業務之營業額為五億一千二百萬港元，較去年

同期四億七千四百萬港元上升百分之八。 
 
看通集團有限公司（「看通」） 
 
看通於回顧年度之營業額為十四億二千九百萬港元，溢利為八千萬港元；較去年同期之十三億

四千一百萬港元及八千四百萬港元，分別上升百分之七及下降百分之五。中國業務之銷售額與

國內經濟發展表現一致。受惠於中央政府整體對科技界別給予支持，看通繼續銷售與推廣其訂

製解決方案及產品，然而發展卻因應部分新項目延期推出而有所放緩。在歐洲，全面財政緊縮

對看通的業務運作構成重大挑戰。不過另一方面，集團固有的系統產品及個人保安方案，於澳

紐及中東市場之銷售錄得滿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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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子彩票及網上娛樂方面，看通繼續投放資源，提升整合博彩技術解決方案、電子付款渠道

及銷售網絡。國內於本年初實施有關彩票管理的新規定，為彩票和無紙化彩票之分銷以及行業

理性化的綜合發展奠定了基礎。此舉或可標誌為有秩序地開放國內的彩票市場，而看通此等創

新的服務供應商，期望可於彩票價值鏈的不同環節擴展其業務。儘管如此，集團會定期檢討該

等電子彩票相關投資項目，以決定進度是否合乎原定計劃發展，同時能否達到預期效益。 
 
數碼香港 
 
數碼香港回顧年度內錄得虧損二百七拾五萬二千港元，營業額為三百萬三千港元；去年同期之

比較數字為虧損二百五拾六萬五千港元，營業額為三百一拾二萬四千港元。數碼香港會繼續尋

找可擴闊收入來源的投資項目。數碼香港計劃利用其專業知識及電子商貿功能，從事多方面發

展，當中包括與保健及文化產品之推廣和營銷，以及提供相關服務，從而配合以振興文化產業

及提倡保健為重點項目之國家政策。 
 
 
展望 
 
由於歐洲的債務危機仍然持續、美國經濟不明朗、以及憂慮中國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環球市

場依然不穩定。因此，本集團在推行其業務計劃將繼續提高警覺。 
 
縱使本集團的業務基礎維持良好，持續不穩定的環球經濟環境進一步打擊消費者及商界信心，

從而削弱購買力及影響集團之業務表現。此外，集團亦須承受因通貨膨脹以及隨國家政策引致

之薪酬及社會保障繳款增加所造成的經營成本上升。 
 
過往多年，本集團一直緊隨國家經濟發展的策略方向，並成功從國家的政策中獲取商機，如受

惠於國家對資信科技及電信界別的支持。展望未來，集團將保持審慎態度，投資於有良好增長

前景的互補業務。除了致力投資於科技及創新解決方案以維持增長，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

央已定下振興文化產業為重點項目，因應國家政策，本集團計劃擴展其業務至文化領域。 
 
文化產業通常被視為信息經濟的一部分，於某些國家亦被稱為創意產業。廣義而言，文化產業

涵蓋多個範疇，當中科技創新、軟件及資料庫研發、電信服務，以及硬件及電子器材製造均屬

於文化產業的範圍。集團於過往二十年來不斷參與及贊助多項文化項目，當中包括由中華世界

文化遺產保護基金主辦、深受各界歡迎的「祥和」系列展覽，展出數以千計稀有珍貴的藝術品

及古董文物；其他大型項目包括「法國五月」、「華采巴黎 1730–1930：中國精神‧法國品味」、

「世界文明瑰寶 – 大英博物館藏珍展」、「天火遺珍 – 羅馬帝國的遊樂與文物」。該等活動讓集

團於國內及海外在文化與相關活動領域累積相關知識，並拓展商業聯繫。此外，持續參與國際

及地區性的文化交流活動，亦有助集團豐富其於文化業務方面的經驗。 
 
綜合科技、創意和文化藝術，以及夥拍專業伙伴，集團已開發一系列全面為客戶度身訂造的綜

合保安及監控系統組合以應用於保護珍貴的展品，同時亦提升集團包含數據開採及知識管理的

電子商貿功能，有助於消費市場營銷及推廣文化藝術藏品。國內文化產業市場近年進一步開放，

以及全球消費者對中國文化及其文化遺產的興趣不斷提高，均有助集團開拓新商機，冀望能利

用集團的廣大客戶群及環球分銷網絡，於創意及信息產業這個範疇，透過一系列的文化相關業

務以開拓收入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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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金流動性及財務資源 
 
財務狀況及借貸 
 
集團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集團之存款、銀行結餘及現金合共二億八千萬港元。流動資產約為

二十一億一千四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五億七千一百萬港元），流動負債則約為三億五千五

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四億五千二百萬港元）。集團保持良好財務流動性，流動資產淨額為十

七億五千八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一億一千九百萬港元）。按集團貸款總額二億五千六百萬

港元（二零一一年：三億四千四百萬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七十四億五千一百萬港元

（二零一一年：七十三億八千二百萬港元）計算，集團之貸款權益比率為 0.034（二零一一年：

0.047）。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貸款主要包括銀行貸款二億一千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二億二

千五百萬港元）及透支四千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五千四百萬港元）。所有銀行貸款均為須按要

求還款或須於一年內償還，而透支則須按要求還款。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尚未償還、本金

額為六千四百萬港元之可贖回可換股債券已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九日到期當日悉數清還。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二千六百萬港元（二零一一年：三千一百萬港元）之銀行貸款以本

集團賬面值為八百一拾萬港元（二零一一年：八百五拾萬港元）之土地及樓宇作抵押。 
 
庫務政策 
 
集團一直遵從審慎理財守則，財務狀況維持正面，貸款權益比率處於低水平。集團主要透過內

部營運資源、資本市場財務工具及銀行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金。 
 
除可換股債券外，所有借貸均由本公司附屬公司運用，按浮動利率計息。因本集團所有借貸均

以當地貨幣計值，其相關之外匯風險不大。 
 
集團並無進行任何有關投機性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利率或匯率之投機買賣活動。集

團之一貫政策是透過配對外幣收入及支出直接管理外匯風險；假如預計可能出現外匯風險，集

團將運用合適之對沖工具。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授權但未簽署合約之資本承擔約為一億九千一百萬港元（二

零一一年：二億零三百萬港元）。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簽署合約但未撥備之資本

承擔約為八千二百萬港元。該等資本承擔乃預留作購入物業、廠房與設備、以及開發系統及網

絡之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年度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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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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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年度內，本公司遵守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附錄 14《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聯同本集團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用之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實務、其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上述年度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簡文樂 
 

香港，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簡文樂博士、簡堅良先生及黎日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夏

淑玲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苗禮先生、Francis Gilbert Knight 先生、Frank Bleackley 先生

及李志華先生。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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