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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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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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2012012012222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845845845845,,,,100100100100,000 ,000 ,000 ,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28282828....1111%%%%（（（（2011201120112011︰︰︰︰659,700,000659,700,000659,700,000659,7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率率率率︰︰︰︰21.8%21.8%21.8%21.8%，，，，上升上升上升上升7.57.57.57.5百分點百分點百分點百分點（（（（2020202011111111︰︰︰︰14.3%14.3%14.3%14.3%））））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68686868,,,,111100000000,000 ,000 ,000 ,000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790790790790....2222%%%%（（（（2020202011111111︰︰︰︰7,600,0007,600,0007,600,0007,6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11116666....59595959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20202011111111︰︰︰︰1.861.861.861.86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及特別及特別及特別及特別股息股息股息股息（（（（每股每股每股每股）︰）︰）︰）︰7.07.07.07.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20202011111111︰︰︰︰3.03.03.03.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富士高」或「本集團」）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獨立核數師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員聘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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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845,054845,054845,054845,054    659,661 
銷售成本  (661,111)(661,111)(661,111)(661,111)    (565,263) 
  ──────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83,943183,943183,943183,943    94,398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1,9941,9941,9941,994    (7,929) 
分銷及銷售支出  (13,255)(13,255)(13,255)(13,255)    (12,330) 
一般及行政支出  (84,453)(84,453)(84,453)(84,453)    (59,278) 
  ────── ──────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4 88,22988,22988,22988,229    14,861 
       
融資收入  3,6883,6883,6883,688    1,883 
融資成本  (1,292)(1,292)(1,292)(1,292)    (2,495) 
  ────── ──────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90,62590,62590,62590,625    14,249 
       
所得稅支出 5 (18,798)(18,798)(18,798)(18,798)    (3,254) 
  ────── ────── 
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     71,82771,82771,82771,827    10,995 
  ----------- -----------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支支支支出出出出)/)/)/)/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匯兌差額  ((((1,091)1,091)1,091)1,091)    11,01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55155155155    (93) 
  ────── ────── 
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支支支支出出出出)/)/)/)/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 , , 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  (936)(936)(936)(936)    10,919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89170,89170,89170,891    21,914 
  ══════ ══════ 
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8,05568,05568,05568,055    7,645 
非控制性權益  3,7723,7723,7723,772    3,350 
  ────── ────── 
  71,82771,82771,82771,827    10,995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7,19067,19067,19067,190    17,783 
非控制性權益  3,7013,7013,7013,701    4,131 
  ────── ────── 
  70,89170,89170,89170,891    21,914 
  ══════ ══════        
股息 6     28,71028,71028,71028,710        12,304 
  ══════ ══════        
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港仙) 7 16.5916.5916.5916.59    1.86 
  ══════ ══════ 
- 攤薄 (每股港仙) 7 16.3516.3516.3516.35    1.86 

  ══════ ══════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於 2012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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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15203,415203,415203,415    196,191 投資物業  1,9001,9001,9001,900    1,900 土地使用權  10,04710,04710,04710,047    10,217 非流動按金  3,1713,1713,1713,171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4794,4794,4794,479    7,2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208208208208    2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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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20223,220223,220223,220    215,765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92,122192,122192,122192,122    158,902 應收貨款 8 301,331301,331301,331301,331    236,452 其他應收款項  37,05837,05837,05837,058    17,069 衍生金融工具  ----    1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  34,70634,70634,70634,706    54,032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742742742742    1,8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0,385450,385450,385450,385    425,391   ──────── ────── 
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流動資產總值     1,016,3441,016,3441,016,3441,016,344    893,883      ----------    -----------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252,871252,871252,871252,871    151,65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0,58590,58590,58590,585    83,169 衍生金融工具  3,3693,3693,3693,36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36,53636,53636,53636,536    21,368 銀行借貸  36,76536,76536,76536,765    40,541   ──────    ────── 
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流動負債總值     420,126420,126420,126420,126    296,734 
  ----------    -----------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96,218596,218596,218596,218    597,14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19,438819,438819,438819,438    812,914   ----------    -----------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855855855855    1,86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75575575575    5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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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4301,4301,430    2,439 
  ----------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818,008818,008818,008818,008    810,475   ══════    ══════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41,01441,01441,01441,014    41,014 其他儲備  219,715219,715219,715219,715    217,517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28,7128,7128,7128,710000    61,521 －其他  483,751483,751483,751483,751    444,406   ──────    ────── 
     773,190773,190773,190773,190    764,458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44,81844,81844,81844,818    46,017   ──────    ────── 
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     818,008818,008818,008818,008    810,4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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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止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a) 採納準則之修訂之影響 

 
以下準則之修訂亦於本集團 2012年 4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刪除首次採用者之固定日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移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該等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沒有構成重大影響。 
 

(b)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本集團 2012年 4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布但尚未
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抵銷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第 9號（修訂本） 強制性生效日期和過渡性披露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列報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2011） 僱員福利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2011） 獨立財務報表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2011）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抵銷3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2 

 
1 由 2012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2 由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3 由 201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4 由 2015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董事預計，採納該等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沒有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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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已被釐定為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審閱本集團
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表現並據此分配資源。管理層亦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人從產品角度（即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與配件及零件）評估業務表現。    
    
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業績並不包括企業支出、其他收益及虧損、
融資收入及成本。    
 
分部間收入乃根據訂約雙方一致協定之條款進行。外界收入均來自若干外界客戶及按與簡明綜合
全面收益報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撇銷撇銷撇銷撇銷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2020202012121212年年年年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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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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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 對外收入 652,04652,04652,04652,042222    390,115 193,012193,012193,012193,012    269,546 ----    - 845,05845,05845,05845,054444    659,661 
 - 分部間收入 ----    - 56,73056,73056,73056,730    43,947 (56,730)(56,730)(56,730)(56,730)    (43,947) ----    -   ─────    ───── ─────    ───── ─────    ───── ─────    ───── 
 總額 652,04652,04652,04652,042222    390,115 249,742249,742249,742249,742    313,493 (56,730)(56,730)(56,730)(56,730)    (43,947) 845,05845,05845,05845,054444    659,661   ═════    ═════ ═════    ═════ ═════    ═════ ═════    ═════ 
                      
 分部業績 80,03580,03580,03580,035    9,234 10,31110,31110,31110,311    15,360 ----    - 90,34690,34690,34690,346    24,594   ═════    ═════ ═════    ═════ ═════    ═════      
                      
 企業支出                (4,111)(4,111)(4,111)(4,111)    (1,804) 

 
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                1,9941,9941,9941,994    (7,929) 

 融資收入                3,6883,6883,6883,688    1,883 
 融資成本                (1,292)(1,292)(1,292)(1,292)    (2,495)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90,62590,62590,62590,625    14,249 
        ═════    ═════ 
 
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約 190,333,000港元（2011年：零）之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之收入是來自兩名（2011年：無）客戶，各佔本集團總收入之 10%以上。 

 
 
4.4.4.4.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46146146146    14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29114,29114,29114,291    15,1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15215215215    2,347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 837837837837    (1)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17)(17)(17)(17)    (2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92)(192)(192)(192)    (260)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1,3331,3331,3331,333    65 
存貨減值撥備 3,7903,7903,7903,790    10,453 
員工費用 182,298182,298182,298182,298    153,2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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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已按照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 （2011年：16.5%）
稅率計算。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繳交按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25%（2011 年：25%）
稅率計算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惟一間符合高新科技企業資格享有中國企
業所得稅 15%之優惠稅率，並於 2011年 12月 31日到期。因此，該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計算已就考慮有關稅項優惠後作出撥備。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3,30813,30813,30813,308    2,401 
－中國企業所得稅 5,4905,4905,4905,490    908 
遞延所得稅 ----    (55) 
 ──────    ────── 
 18,79818,79818,79818,798    3,254 
 ══════    ══════ 
    
    

6.6.6.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0港仙（2011年：3.0港
仙）, 特別中期股息則每股普通股 4.0港仙（2011年：零）。該等股息不會在該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中列作應付股息，而將反映為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配。 
    
    

7.7.7.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666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2011年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千港元） 68,05568,05568,05568,055    7,645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10,139410,139410,139410,139    410,139 
      
就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之潛在攤薄影響而作出調整（千股） 6,1176,1176,1176,117    -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16,256416,256416,256416,256    410,1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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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應收貨款應收貨款應收貨款應收貨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 7至 120日之信貸期。於 2012年 9月 30日及 2012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
算之應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2012012012222年年年年    於 2012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46,572246,572246,572246,572    192,218 
1日至 30日 38,49238,49238,49238,492    32,513 
31日至 60日    11,42711,42711,42711,427    10,522 
61日至 90日 4,0914,0914,0914,091    2,592 
90日以上 5,7465,7465,7465,746    4,350 
 ──────    ────── 
 306,328306,328306,328306,328    242,195 
減: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備 (4,997)(4,997)(4,997)(4,997)    (5,743) 
 ──────    ────── 
應收貨款，淨額 301,331301,331301,331301,331    236,452 
 ══════ ══════ 
    
    

9.9.9.9. 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 
 
於 2012年 9月 30日及 2012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於於於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於 2012年 
 9999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日日日    3月 31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05,793205,793205,793205,793    126,672 
1日至 30日 35,34035,34035,34035,340    17,678 
31日至 60日    5,2815,2815,2815,281    3,957 
61日至 90日 2,3142,3142,3142,314    2,251 
90日以上 4,1434,1434,1434,143    1,098 
 ──────    ────── 
 252,8252,8252,8252,877771111    151,6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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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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2012年12月12日星期三至2012年12月14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
分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股東須於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號鋪辦理過戶手續。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本集團將業務重新定位，專注於高端市場分部的決策初見成效，於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6
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取得顯著提升，錄得收入845,100,000港元（2011年：659,700,000
港元），按年大幅增長28.1%，收入增長主要是由於新客戶及現有客戶的訂單增加所致。毛
利亦錄得增長，達183,900,000港元，較去年的94,400,000港元大幅增長94.9%。毛利率攀升
至21.8%（2011年：14.3%），主要由於毛利率較低的產品減產，以及受人民幣溫和升值及
材料成本下降等外部因素所帶動。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68,100,000港元（2011年：
7,600,000港元），按年大幅增加7.9倍。每股基本盈利亦顯著增加7.9倍達16.59港仙（2011
年：1.86港仙）。 
    
    
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回顧期內，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為本集團帶來652,000,000港元（2011年：390,100,000
港元）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67.1%。該分部佔集團總收入77.2%。高端音響產品的需求
增長、音響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以及智能裝置銷售暢旺帶動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市場不斷擴
充，均有助促進富士高業務增長。除上述利好因素外，現有頂級客戶的訂單數量增加，亦進
一步推動收入上升。與此同時，富士高亦憑藉其於音效工程及制程能力上的驕人優勢，不單
加強與現有客戶的聯繫，更成功吸引眾多新客戶。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來自配件及零件分部的收入為193,000,000港元（2011年：269,5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
收入22.8%。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須分配更多配件及零件供內部使用，以應付現有客戶
及新客戶的新增訂單。由此可見，配件及零件業務在促進垂直整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本集團在過去六個月取得顯著進步，成績令人鼓舞，但復甦之路並不平坦，因為歐洲、美國
等主要市場存在的嚴重經濟問題仍有待解決。幸而有賴相關配套業務的支持，本集團的戴咪
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發展穩健，因此管理層對本集團前景保持審慎樂觀。 
 
富士高優勢突出，其卓越的工程及制程能力恰能滿足客戶的殷切需求。事實上，業內可與富
士高媲美、具備製造工藝複雜且設計精良產品專有技術及公認實力的廠商屈指可數。因此，
本集團將進一步優化工程技術，並提升洞悉及借助市場及技術趨勢的能力。此外，本集團會
相應地繼續提升無線、藍牙及抗噪科技並將其融入產品組合，同時亦會引進新科技。消費者
對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濃厚興趣，亦促使本集團開發特別針對此重要市場分部的相關中高
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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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續續續續))))    
 
本集團將持續改良及推出更多款式的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包括提升相關配件及零件的性
能。在管理層持續減少生產低利潤率產品的整體策略配合下，本集團的配件及零件業務與戴
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得以進一步緊密相連。 
 
儘管本集團的各款產品有助推動業務增長，但仍須達致各項業務全面優化，方可實現持續增
長。例如，透過擴大自動化生產規模，進一步改善生產程序，以抵禦持續攀升的勞動成本。
此外，借助規模經濟及削減成本措施，亦能將利潤率維持在穩健水平。 
 
管理層積極向前，致力打造增長勢頭，提升本集團作為高端電聲製造商的聲譽，讓富士高等
同於創新、精彩的電聲產品。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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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於2012年9月30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596,200,000港元 (2012
年3月31日：597,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2.4倍 (2012年3月31日：
3倍) 及2.0倍 (2012年3月31日：2.5倍)。 
 
本集團於2012年9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450,400,000港元，較2012年3月31日約為
425,400,000港元輕微地上升約5.9%。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中約54.7%、30.9%及10.3%分別為
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值，其餘則為其他貨幣計值。於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合共約為272,400,000港元（2012年3月31日：272,700,000港元），為來自多家銀行之貸款
及貿易信貸，而未動用之餘額約為235,600,000港元（2012年3月31日：232,100,000港元）。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於 2012年 9月 30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 36,800,000港元 (2012年 3月 31日：
40,500,000港元)，是多項有抵押之短期人民幣貸款並於一年內到期。本集團以約 42,800,000
港元 (2012年 3月 31日： 43,500,000港元) 之若干物業及土地使用權用作多項有抵押之短
期銀行貸款。本集團之借貸年利率為 6.5厘計息 (2012年 3月 31日：6.5厘)。 
 
本集團於2012年9月30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4.8% (2012年3月31日：5.3%)，乃根據銀行借
貸總額及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權益總額之百分比計算。若將於2012年9月30日之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結餘計算在內，本集團正處於淨現金狀況。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而大部份交易乃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當未
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和負債的計值貨幣並非本集團實體之本位貨幣時，本集團便要承受
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已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管理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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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續續續續))))    
    
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    
    
於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逾6,300名 (2012年3月31日：逾6,300名) 僱員。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截止2012年9月30日止6個月約為182,300,000港元 (2011年：153,300,000港
元)。 
 
本集團亦根據工作表現及成績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僱員報酬是根據慣常之薪酬及花紅
制度按員工表現給予的。酌情花紅視乎本集團之溢利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而定，而僱員褔
利包括宿舍、醫療計劃、購股計劃、香港僱員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內地僱員之國家退
休金計劃。本集團亦已為其管理層及僱員提供培訓計劃，以確保彼等獲得適當培訓。 
    
    
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財務擔保    
    
於2012年9月30日，本公司已向多間銀行提供約為155,700,000港元 (2012年3月31日：
155,7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以作為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之擔保。附屬公司於2012年9
月30日所用之信貸額約為36,800,000港元(2012年3月31日：40,500,000港元)。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董事會承諾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並致力遵循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引入經修訂並
自2012年4月1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後，本公司亦對其企業
管治常規作出修訂，以符合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6個月，除因下文所述理由有所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經修訂企業
管治守則A.6.7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A.2.1A.2.1A.2.1A.2.1條條條條     
根據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分開，並不應由
同一人士履行。於期內，楊志雄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楊先生為本集團之聯合創
辦人，彼於電子及音響行業擁有豐富經驗，並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及業務發展。董事會
相信，由楊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安排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的領導，提高本公司
的決策及執行效率，及有效抓緊商機。於未來，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此項安排之成效，並於
其認為合適的時候考慮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守則條文第A.6.7A.6.7A.6.7A.6.7條條條條     
根據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
東大會。除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而未克出席於2012年8月3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外，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席該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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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志雄先生、源而細先生、周文仁先生、源
子敬先生、楊少聰先生及周麗鳳小姐，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樹成博士、車偉恆先生及李耀
斌先生。 
 

承表董事命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楊志雄    

 
 
香港，2012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