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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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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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8）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末期業績初步公佈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我們」）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5,239,800 6,354,417
銷售成本 (5,240,425) (6,015,670)  

毛（損）利 (625) 338,74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192,523 272,329
銷售開支 (21,068) (26,979)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4,978) (247,630)
研究與開發開支 (173,380) (193,89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4 (102,246) (6,571)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11,442) (11,5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28 5,52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48) –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330,436) 130,001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14,369 (54,869)  

年內（虧損）溢利 (316,067) 75,132  



– 2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10,013 96,832
 應佔聯營公司換算儲備 643 (760)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換算儲備 (16) –
 因失去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而轉出儲備 (86) –
 因出售附屬公司而轉出儲備 – (35,984)
 因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而轉出儲備 (737) (251)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9,817 59,837  

年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306,250) 134,969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16,423) 72,844
 非控股權益 356 2,288  

(316,067) 75,132  

分配至下列各項的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6,266) 133,397
 非控股權益 16 1,572  

(306,250) 134,969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4.33美仙 ) 1.01美仙  

 攤薄 (4.33美仙 ) 1.01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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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4,471 1,457,039
 預付租賃款項 49,378 51,845
 可出售投資 85 9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1,940 45,481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3,741 –
 遞延稅項資產 41,127 21,326
 購置預付租賃款項的按金 30,340 30,264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37 456  

1,251,119 1,606,501  

流動資產
 存貨 347,918 608,354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9 1,132,308 1,411,700
 銀行存款 440,133 409,68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16,998 1,512,461  

3,837,357 3,942,196
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 – 62,923  

3,837,357 4,005,11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0 1,203,455 1,215,434
 銀行借貸 214,901 483,245
 撥備 30,211 28,395
 應付稅項 70,781 81,222  

1,519,348 1,808,296  

流動資產淨值 2,318,009 2,196,8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69,128 3,80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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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2,493 288,987
 儲備 3,223,304 3,451,0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3,515,797 3,740,009
非控股權益 10,758 18,685  

權益總額 3,526,555 3,758,69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090 8,798
 遞延收入 33,483 35,832  

42,573 44,630  

3,569,128 3,80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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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年度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
狀況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度週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年度改進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過渡指引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 4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零年的修訂包括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以及終止確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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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主要規定闡述如下：

• 所有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其
後以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地，倘債項投資於目的為收取合約性現金流量的
業務模式下持有及附有純粹作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付款的合約性現金流量，
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投資於其後報告
期末按其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的
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權益投資（並非持作買賣）公平值的其後變動，一般僅
有股息收入方會於損益內確認。

• 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計量而言，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由
金融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
非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該項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的影響將會導致或擴大損益的
會計錯配。由金融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於損益
重新分類。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的所有公平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容許提
早應用。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而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對本集團目前按成本扣除減
值列值的可出售投資的呈報金額產生影響。直至完成詳細審閱前，就該等影響提供合理
估計並不可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設立有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的單一指引。該準則界
定公平值、設立計量公平值的框架以及有關公平值計量的披露規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3號的範圍廣泛，其應用於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
值計量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整體而言，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所載的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定者更為全面。例如，現時僅規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項下的金融工具的三級公平值等級的量化及定性
披露將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加以擴展，以涵蓋該範圍內的所有資產及負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容許提
早應用。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而應用該項新準則或會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內更全面的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僱員福利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改變定額福利計劃及終止福利的會計處理方式。最重大轉變
與定額福利責任及計劃資產的會計處理方式有關。該修訂本規定於定額福利責任及計劃
資產的公平值出現轉變時予以確認，以致取消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過往版本允許的「緩
衝區法」及加快確認過往服務成本。該修訂本規定所有精算盈虧須即時透過其他全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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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確認，以令於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確認的淨退休金資產或負債可反映計劃虧絀或盈餘的
全面價值。此外，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過往版本中使用的計劃資產的利息成本及預期
回報，乃由「淨權益」金額取代，而該金額則根據定額福利負債或資產淨值按貼現率計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須追
溯應用。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而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未必會對本集團的
定額福利計劃呈報的金額構成重大影響，惟或會導致綜合財務報表中的披露範圍更為廣
泛。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引入全面收益表的新術語。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乃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國際
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規定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歸類為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項目；及 (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
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 － 該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稅前或扣除稅項後的方
式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選擇。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於未來
會計期間應用該修訂本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將作出相應修改。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以及財務報表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即行政總裁，審閱的內部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類，以向分類
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的營運按客戶所在地區分為三個營運分類 － 亞洲、歐洲及美洲。於設定本集團的
呈報分類時，主要營運決策人並無將已識別營運分類彙合。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為客戶提供有關生產手機的製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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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營運及呈報分類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外部銷售）
 亞洲 2,809,755 3,396,263

 歐洲 1,398,317 1,490,499

 美洲 1,031,728 1,467,655  

總計 5,239,800 6,354,417  

分類溢利（虧損）
 亞洲 31,520 232,444

 歐洲 (9,215) 62,257

 美洲 19,515 83,185  

41,820 377,88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23,537 204,487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4,978) (247,630)

研究與開發開支 (173,380) (193,89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96,773) (4,847)

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11,442) (11,5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28 5,52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48) –  

除稅前（虧損）溢利 (330,436) 130,001  

本集團亞洲客戶的主要銷售額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分類溢利（虧損）是指每個分類所賺取╱錄得的毛利（損）以及服務及外包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並扣除所有銷售開支及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若干減值。此乃向行政總裁作出報
告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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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按營運分類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已分類
  亞洲 596,058 628,743

  歐洲 303,160 378,704

  美洲 373,693 517,776  

 總計 1,272,911 1,525,223

 未分類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7,646 1,396,286

  存貨 306,980 525,253

  現金及銀行存款 2,125,106 1,759,756

  其他 254,769 333,329

公司資產 81,064 71,773  

綜合資產總值 5,088,476 5,611,620  

負債
分類負債
 已分類
  歐洲 1,620 11,524

  美洲 61,436 51,220  

 總計 63,056 62,744

 未分類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139,412 1,151,075

  其他 63,116 63,308

公司負債 296,337 575,799  

綜合負債總額 1,561,921 1,852,926  

為監管分類表現及於各分類間分配資源，來自亞洲營運的應收貿易賬款分配予亞洲分類，
而與歐洲及美洲營運有關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存貨、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以及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則分配予歐洲及美洲分類。分類負債指與歐洲及美洲營運有關的若干應
付貿易及其他賬款以及保用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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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的分析如下：

銀行的利息收入 57,802 38,969

服務及外包收入 68,986 67,842

銷售物料及廢料 36,312 38,536

修補及改良模具 34,802 27,185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3,410) 8,774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73,303

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收益 4,098 4,609

失去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的收益 19 –

政府津貼（附註） 4,517 10,159

租金收入 5,913 5,75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9,128) (6,109)

其他 2,612 3,304  

192,523 272,329  

附註： 主要指本集團於中國業務獲授的津貼。

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委聘專業評值師評核本集團主要製造資產的
估值，以釐定多組出現減值跡象（如市場環境惡化）的資產是否已減值，而其中多項資產
已確定出現減值。年內，本集團已分別就土地及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固定裝置及設備
確 認 減 值 虧 損3,020,000美 元、99,121,000美 元 及105,000美 元（二 零 一 一 年：3,489,000美 元、
2,971,000美元及111,000美元）。有關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即經扣除出售成本的公平值或使
用價值的較高者）乃由本集團管理層釐定。可收回金額為經扣除出售成本的公平值，乃由
專業評值師於報告期末進行估值而評估。永久業權土地的公平值計量乃經參考鄰近土地
市場交易價格後釐定，而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固定裝置及設備的公平值計量乃經參考
相關資產的折舊置換費用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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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4,551 244,439

投資物業折舊 – 1,074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1,110 1,793  

折舊及攤銷總額 215,661 247,306  

核數師酬金 834 1,024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209,659 6,007,659

保用撥備 7,012 6,819

（撥回備抵）呆賬備抵，淨額 (4,140) 3,551

存貨撇減（計入銷售成本） 23,754 1,192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085 3,74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42,876 38,572

 其他員工成本 344,267 427,863

 以股本支付股份形式付款 74,118 62,599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稅項 22,598 37,437

過往年度（過度撥備）撥備不足 (17,229) 2,340  

5,369 39,777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19,735) 14,904

 － 稅率變動 (3) 188  

(19,738) 15,092  

(14,369) 54,869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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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開支主要包括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的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
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於五年內由18%逐步上調至25%。本年度的適用稅率為25%（二
零一一年：24%）。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的兩間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
及二零零九年（首個盈利年度）起兩年分別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獲減免50%。

本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富士康精密組件（北京）有限公司（「富士康北京」）獲頒高新技術
企業證書（「證書」），並可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三年獲減稅，稅率由25%減至15%，並
可申請每三年重續證書一次。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富士康北京成功
按國法 [2007]39號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期優惠政策的通知重新享有二零零八年至二
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的優惠稅率。富士康北京接獲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繳稅通知（稅覆調
字 [2012]01號）批准富士康北京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
零一二年分別享有優惠稅率18%、20%、22%、24%及25%，並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
恢復享有證書的稅率15%。富士康北京隨後於本年度獲退還早前以優惠稅率計算按經修
訂稅項金額支付稅項的差額14,741,000美元，而有關金額則於本年度計入損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其他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二零一一年：25%）。

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有關司法管轄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的（虧損）盈利 (316,423) 72,84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300,984,884 7,204,771,998

有關本公司已發行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股份獎勵的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 39,886,933

  

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300,984,884 7,244,658,931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的
購股權及股份獎勵，原因為行使該等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股份獎勵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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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內並無派發、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而自報告期末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
息（二零一一年：無）。

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貿易賬款 932,847 1,197,654
減：呆賬備抵 (48) (4,193)  

932,799 1,193,461
其他可收回稅項 120,346 163,343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9,163 54,896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總額 1,132,308 1,411,700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

下列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約為各收益的確認日期）呈列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備抵）
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90日 908,499 1,177,063
91–180日 15,948 8,247
181–360日 4,793 3,772
超過360日 3,559 4,379  

932,799 1,193,461  

1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貿易賬款 870,617 880,956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款 332,838 314,254
已收按金 – 20,224  

1,203,455 1,215,434  

下列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90日 841,797 863,521
91–180日 24,630 6,434
181–360日 503 6,901
超過360日 3,687 4,100  

870,617 88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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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對本集團而言乃極度艱鉅的一年。歐洲國家推行緊縮措施及全球
經濟衰退，加上新服務╱應用程式為主導的業務模式興起以及手機市場的整合，
為導致用戶市場動盪的主要原因，繼而觸發手機生態體系出現重大變動。個
別從業者的市場佔有率出現重大變動，令市場競爭更趨激烈，導致本集團部
份主要客戶的需求下降。

儘管我們持續努力減低上述市場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本集團的最終經營業績
卻未如理想。年內錄得收益5,240百萬美元，較去年的收益6,354百萬美元相差1,114
百萬美元，減幅為17.5%。

全球OEM品牌與新從業者之間的激烈市場佔有率爭奪戰令全球手機EMS市場
經營困難，致使本集團產品出現定價壓力。高昂製造費用和來自勞工成本及
原料價格上升引致的成本壓力影響我們的毛利率。我們的業務衰退亦產生資
產減值虧損，繼而影響我們的損益數字。然而，我們成功減少銷售及一般及
行政開支並出售低使用率的設備及控制資本開支，從而降低我們部份的固定
成本，並提升我們的產能使用率。

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16百萬美元，相對去年則錄得溢利
73百萬美元。銷售分類的損益表現全面受到影響，尤以歐洲銷售分類最為嚴重。
二零一二年每股基本虧損為4.33美仙。然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綜
合虧損淨額幅度（金額為90百萬美元）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綜合虧
損淨額幅度（金額為226百萬美元）大幅收縮約60.2%，主要由於本集團在提升其
營運效率、成本合理化及資源優化方面努力不懈，以及本集團於年內的非經
常性資產出售所致。

在精簡我們的海外廠區及整合我們於中國的主要製造產能的同時，我們繼續
進行業務營運重組，藉此建立反應更迅速的較小團隊，以應對動盪的市場環境，
並為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

為維持我們在研發方面投放合適資源的承諾，我們設法優化研發資源。為應
對業務變動及市場波動，我們須持續削減部份地區的投資，並維持我們於台
灣及中國智能手機設計工程資源的投資。由於該等資源有助大幅度地豐富現
有及新客戶各自的產品組合並縮短客戶產品上市時間，繼而提升產品的競爭力，
故備受現有及新客戶的高度讚賞。我們的客戶現時可以專注於其產品發展、
市場營銷、銷售及分銷，而產品設計及供應鏈則交由我們負責。透過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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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功為現有及新客戶發展智能手機ODM業務。憑藉我們在ODM/EMS範疇
的獨特競爭地位及我們於產品設計及製造累積的經驗，我們相信，我們仍為
現有及新客戶的主要製造及供應鏈合作夥伴。與此同時，積極拓展業務及致
力客戶多元化（特別在亞洲地區）仍為我們的首要任務，透過提供由設計、製造
至物流的一站式及點到點解決方案物色潛在客戶及探尋新客戶，發展更全面
及更廣泛的客戶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1,917百萬美元。預期現
金結餘將可撥付本集團的營運。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計息對外借款215
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483百萬美元）除以總資產5,088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5,612
百萬美元）的百分比表示，為4.23%（二零一一年：8.61%）。所有對外借款均以美
元計值。本集團按實際需求借款，並無銀行已承諾的借款融資及季節性借款
要求。所有未償還計息對外借款的固定年利率均介乎0.89%至3.12%，原到期日
為一個月至三個月。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美元、人
民幣、新台幣及歐元計值。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為602百萬
美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54百萬
美元，當中主要有42百萬美元乃有關位於中國的本集團主要廠區的設施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開支，32百萬美元為存放的銀行存款，59百萬美元為出售分類為
持作待售資產而收取的代價，4百萬美元為失去一間附屬公司控制權的現金
流出淨額，16百萬美元為有關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的已退回按金，70百萬美
元為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17百萬美元為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
司的所得款項淨額及2百萬美元為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股息收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265百萬
美元，主要由於銀行貸款淨額減少268百萬美元、向僱員發行股份產生所得款
項14百萬美元及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11百萬美元所致。

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

為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積極運用自然對沖手法，透過如管理交易貨幣、提
前及延遲付款以及應收款項管理等非財務方法來管理外匯風險。



– 16 –

此外，本集團有時訂立一般交易期間少於三個月的短期遠期外匯合約，以對
沖來自外幣計值的短期銀行貸款（一般交易期間少於三個月）所引致的外匯風險。
本集團亦會不時使用多種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27.2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
67.1百萬美元）。一般而言，資本承擔將由經營所得現金撥付。

資產抵押

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已抵押其約0.3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1.7百萬美元）的
公司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

展望

展望二零一三年，全球經濟環境持續不明朗，而較預期疲弱的宏觀情況可能
拖累手機的全球需求，並持續影響手機生態體系及我們的業務，因此，管理
團隊維持審慎態度。然而，市場一般預期智能手機的需求於二零一三年將持
續其增長勢頭，我們的策略旨在繼續於研發能力方面投放資源，專注於現有
及新客戶以及智能手機行業的潛在客戶，並憑藉我們於研發及增值服務的優
勢及能力，進一步擴闊我們的客戶基礎。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於客戶深耕、
製造自動化、成本合理化、資源分享及優化、廠區整合、關鍵技術建設及資本
開支控制方面採取積極行動，從而以精簡架構經營及維持價格競爭力及靈活性。
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虧損減少反映我們的努力，而透過使命必達的管理團隊
及員工的共同努力，我們致力實現持續改進。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70,051名（二零一一年：
98,868名）。於二零一二年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達462百萬美元（二零一一年：
533百萬美元）。本集團推行全面的薪酬政策，而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有關政策。

本公司分別採納一項股份計劃及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符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規定。

應付予本公司董事的酬金乃由董事會不時經參考本公司的業績、彼等於本公
司的職務及職責、彼等對本公司的貢獻以及當時市場慣例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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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
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登記本公司股份
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四）舉行的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連同有關股票，以及已
適當地填妥及經簽署的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辦
理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已應用
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載的所有守則條文，及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內已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自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起採納企業管治合規手冊（「手冊」），分別
經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修訂及補充。
手冊的目的為載列本公司不時採納的企業管治常規及應用於特定範疇的合規
程序，旨在提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或企業管治守則（視乎情況而定）的規定以
及上市規則所載相關規則的概要，並載列實施本公司企業管治措施的若干指引。

為提高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及全面遵守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及自二零
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
的守則條文，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已予
區分，現由童文欣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池育陽先生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本公司於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就本公司證券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的規定準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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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特別是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此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提名及監察外
聘核數師，以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
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成員當中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
規定的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
務報表，並建議董事會批准該財務報表。

於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包含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童文欣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童文欣先生、池育陽先生及李哲生
博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李金明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
紹基先生、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