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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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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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ISLAND PRINTING HOLDINGS LIMITED 
新 洲 印 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7） 

 

截至二零一三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業績公告 

 

年度業績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三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綜合業績，並列載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

字。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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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及 4 661,581  634,132 

    

銷售成本   _(527,768)  (523,301) 

    

毛利  133,813  110,831 

    

其他收入 5 2,058  7,301 

    

其他淨(虧損)/收益 5 (18,330)  14,2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43,735)  (38,248) 

    

行政費用  ___(74,511)  (67,120) 

    

經營(虧損)/溢利   (705)  27,011 

    

融資成本 6(a)  (2,217)  (2,094) 

    

除稅前(虧損)/溢利 6 (2,922)  24,917 

    

所得稅 7 _____(6,346)  (5,508) 

    

本年度(虧損)/溢利   (9,268)  19,409 

  ========= =========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952)  19,11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16)  295 

    

本年度(虧損)/溢利   (9,268)  19,409 

  ========= ========= 

    

  港仙  千港元 
 

港仙  千港元 
 

每股(虧損)/盈利 9   

    

基本  (0.34) 0.72 

攤薄  (0.34) 0.72 

  ========= ========= 

 

有關本年度應派及擬派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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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溢利   (9,268)  19,409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    

差額(除稅後)   4,426  12,637 

    

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4,842)  32,046 

  ========= ========= 

應佔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526)  31,751 

非控股股東權益   (316)  295 

    

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4,842)  32,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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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3,410 340,999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 

預付租賃土地   18,230 18,763 
  

     

   341,640 359,762 

商譽   930 - 

無形資產   1,260 - 

購買機器按金   9,891 4,356 

其他資產   2,230 - 

遞延稅項資產   2,149 1,922 
  

     

   358,100 366,040 
   -------------- --------------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之證券 10  30,131 41,039 

存貨   74,944 89,5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163,228 120,175 

可收回稅項   268 - 

代經紀客戶持有之現金   24,35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094 88,737 
  

     

   380,023 339,502 
   --------------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0,692 63,77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2  127,092 107,598 

應付票據   32,517 26,184 

應付本期稅項   3,848 12,798 
  

     

   234,149 210,358 
   -------------- -------------- 

流動資產淨值   145,874 129,144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03,974 495,1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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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22 2,426 

  
     

   1,522 2,426 

   -------------- -------------- 

     

資產淨值   502,452 492,75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6,653 26,653 

儲備   461,026 465,59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87,679 492,25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773 507 

  
     

權益總額   502,452 49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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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中的年度業績不構成但取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該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

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和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該財務報表同時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的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數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當期會計期

間首次生效。當中，以下報告準則的變更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所得稅－遞延稅項：相關資產回收 

 

修訂對當期及以往財務報表之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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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 (1) 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各項紙

製品；(2) 提供證券經紀服務；(3) 提供融資；及 (4) 證券投資。營業額指已出售貨物之

發票價值、佣金及經紀收入、來自提供證券經紀服務的孖展融資利息收入及來自提供融資

利息收入，減去銷售稅、銷售退回及折扣。本集團主要業務之營業額於本年確認如下：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印刷品 654,981 634,132 

佣金及經紀收入 2,002 - 

來自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4,433 - 

來自提供融資利息收入 165 - 

 
                                  

 661,581 634,132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業務及地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與本集團最高管理層用於資源分配和業績考評

的內部報告資訊相一致的基礎，確定四個報告分部，概無計入經營分部以形成上述報告分

部。 

 

－  印刷：於香港、東莞、上海及湖南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

冊子及各項紙製品  

 

－  提供經紀服務：提供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服務 

  

－  提供融資服務：提供融資 

  

－  證券投資：股本證券之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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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為評估分部的表現及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根據以下基礎監督每個報告分

部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非流動及流動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各獨立分部應佔的所有非流動及流動

負債。 

 

營業額和費用是報告分部實現的銷售收入和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歸屬於報告分部的資產的折

舊和攤銷。分部間收入是參照同類產品對第三方售價而定價的。 

 

向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提供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訊用於分

部間資源分配和業績考評列示如下： 

 

( a )  分部營業額、溢利或虧損、資產和負債 

 
 印刷 提供經紀服務 提供融資服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截至年度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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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報告分部營業額 654,981 634,132 6,435 - 165 - - - 661,581 634,132 

 
                      

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5,302 19,168 (765) - 105 (17) (13,898) 274 (9,256) 19,425 

 
                         

銀行利息收入 649 988 25 - - - - - 674 988 

折舊及攤銷 (39,134) (40,294) (164) - - - - - (39,298) (40,294) 

融資成本 (2,217) (2,094) - - - - - - (2,217) (2,094) 

出售固定資產的(虧損)/收益 (1,700) 14,058 (17) - - - - - (1,717) 14,058 

存貨貶值 (3,405) (1,462) - - - - - - (3,405) (1,462) 

 
                      

報告分部資產 675,433 705,290 90,476 - 2,173 2 30,140 41,047 798,222 746,339 

 
                    

報告分部負債 208,317 212,764 41,567 - 2,086 19 43,764 40,773 295,734 25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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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和負債的調節項如下：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虧損)/溢利   

來自集團外部客戶的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9,256) 19,425 

未分配公司虧損 (12) (16) 

 
                          

合併總(虧損)/溢利 (9,268) 19,409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798,222 746,339 

分部間資產抵銷 (95,099) (55,797) 

 
                          

 703,123 690,542 

未分配公司資產 35,000 15,000 

 
                          

綜合總資產 738,123 705,542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95,734 253,556 

分部間負債抵銷 (95,099) (55,797) 

 
                          

 200,635 197,759 

未分配公司負債 35,036 15,025 

 
                          

綜合總負債 235,671 21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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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為評估因收購從事提供經紀服務的附屬公司經營分部的表現，及成立從事提供融資服務之

新的附屬公司，本集團已修訂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的管理信息的格式。因此，分類的基

礎已經由過往期間之地區分部報告更改為業務之分部。 

 

(c) 地區資訊 

 

本集團的業務只在一個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地區中經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當中包括香港），因此並無呈述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地區分部信息。以下列表為外部客

戶收入之地域位置資料。外部客戶之地域位置依據貨品運送之地區劃分。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 香港 111,921 109,552 

－ 中國其他地區 319,022 277,263 

 
    

 430,943 386,815 

美國 108,351 116,267 

歐洲 49,148 66,222 

其他國家 73,139 64,828 

 
    

 661,581 63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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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和淨(虧損)/收益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經營租賃之應收租金 - 4,690 

銀行利息收入 674 988 

其他收入 1,384 1,623 

 
    

 2,058 7,301 

 
    

   

其他淨(虧損)/收益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虧損)/收益   

－ 土地及建築物 - 13,911 

－ 其他固定資產 (1,717) 147 

 
    

 (1,717) 14,058 

持作買賣之證券未變現(虧損)/收益 (16,192) 467 

外匯淨虧損 (421) (278) 

 
    

 (18,330) 14,247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計入)/扣除：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a)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379 1,530 

融資租賃承擔的財務費用 - 15 

其他銀行貸款利息 838 549 

 
    

 2,217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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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續)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計入)/扣除：(續)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b)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3,061 11,585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59,811 149,354 

 
    

 172,872 160,939 

 
    

   

(c)其他項目   

   

 出售存貨成本# 527,768 523,301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924 1,344 

 稅務服務 28 227 

 其他服務 - 17 

 折舊#   

 自置資產 38,573 38,660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資產 - 917 

 租賃土地溢價攤銷# 725 717 

 土地及建築物的經營租賃費用# 5,134 2,685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 - 13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之回撥 (11) (785) 

 遠期外匯合約淨虧損 - 37 

 
    

 

 

# 出售存貨成本包括與有關員工成本、折舊費用、租賃土地溢價攤銷及經營租賃費用為

159,29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0,725,000港元），有關數額已記入上表分別列示的各

類開支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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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準備 223 10,699 

以往年度之撥備少計 46 - 

 
    

 269 10,699 

 -------------- --------------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   

   

本年度準備 6,992 4,390 

以往年度之撥備少計 214 - 

 ___________ __     __ 

 7,206 4,390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1,129) (9,581) 

 
-------------- -------------- 

 6,346 5,508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

零一二年: 16.5%）的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均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本公司之一間附

屬公司 — 新洲（上海）紙品有限公司（「上海紙品」）獲給予免稅期，從開始獲利年度起

的兩年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往後三年則以適用的所得稅稅率之50%為減免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日曆年度為上海紙品的首個獲利年度。上海

紙品可享有餘下免稅期之稅務優惠，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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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續) 

 

(a)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續)  

 

百慕達/薩摩亞稅項 

根據百慕達和薩摩亞的法例規定，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毋須繳付任何百慕達和薩摩

亞所得稅稅項。 

 

美國稅項 

本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均須以15%（二零一二年: 15%）的稅率繳納美國企業所得稅。 

 

(b)稅項支出和會計(虧損)/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的對賬：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22) 24,917 

 
    

   

按照在相關稅法管轄區獲得(虧損)/溢利的適用稅率 

計算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 1,212 4,784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項影響 2,884 2,125 

毋須計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90) (768) 

未用稅項虧損額的稅項影響 2,615 - 

確認以往年度未確認之暫時差異的稅項影響 (535) (633) 

以往年度之撥備少計 260 - 

 
    

實際稅項支出 6,346 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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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三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派發末期股息(二零一二年: 每股零

港元)。 

 

9.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按照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綜合虧損8,952,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盈利19,114,000港元）以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股份數目2,665,290,000（二零一二

年：2,665,290,000）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零一三年及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沒有任何具備潛在攤薄影響的股

份。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0. 持作買賣之證券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公平值計算之上市股票證券   

- 於香港 30,131 41,039 

 
    

持作買賣之證券投資於結算日以公平值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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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61,699 103,613 

減：呆賬準備 (7,747) (7,755) 

 
    

 153,952 95,858 

   

其他應收款 5,991 6,561 

按金及預付款 3,285 17,705 

 
    

 163,228 120,124 

衍生金融工具 - 51 

 
    

 163,228 120,175 

 
    

除本集團已付之按金 1,249,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 1,262,000 港元）外，所有的貿易及其他

應收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支出。於二零一二年包括在按金及預付款為一用於購

買 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70%的股份權益代價之訂金的 15,000,000 港元。其他應

收款、按金及預付款均未逾期或減值。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包括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客戶賬款，款項為

39,794,000 港元，其中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貸款為 26,201,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零港元）。 

 

提供予客戶之孖展貸款按浮動商業利率計息並須於要求時償還。孖展客戶須向本集團質押

證券抵押品，以獲得信貸融通作證券交易用途。倘超出借貸比率將會催繳證券保證金，而

客戶將須補倉。授予彼等之信貸融通金額乃按照經本集團接納之證券貼現釐定。於二零一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提供予孖展客戶之貸款而作為抵押品予以抵押之證券之市值總額約

為78,71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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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續) 

 

賬齡分析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中包括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準備），其賬齡分析如下：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 144,063 92,285 

逾期少於一個月 3,171 1,284 

逾期一至三個月 4,584 1,761 

逾期超過三個月 2,134 528 

 
    

 153,952 95,858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客戶信貸期乃以證券經紀業務之行規為依據。除了由經紀服務引起貿

易應收賬款之外，所有貿易應收賬款要求就超過某一數額的賬款獲得賒賬安排的客戶均須

接受信貸評估。有關的應收款在發出賬單日起計30至90天內到期。在正常情況下，本集團

不會要求該等客戶提供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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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74,961 59,205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2,131 48,393 
 

    

 127,092 107,598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中包括的貿易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及逾期少於一個月 69,853 49,103 

逾期一至三個月 4,050 7,718 

逾期超過三個月 1,058 2,384 
 

    

 74,961 59,205 
 

    

 

因證券買賣業務而產生之應付予若干孖展及現金客戶之貿易應付款乃按商業利率計息，並

須於結算日後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賬款中包括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相關客戶尚未提取

之款項，總額約為24,35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零港元），須隨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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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普通股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40,000,000,000股普通股   40,000,000  400,000 

   ========  ======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2,665,290,000股普通股   2,665,290  26,653 

   ========  ======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且有權在本公司大會上按照每持一股可投一票

的比例參與投票。所有普通股在分佔本公司剩餘資產方面享有同等權益。 

 

14. 無需作出調整之結算日後事項 

 

自結算日起截至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持有之上市股票證券，此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分類

為持作買賣之證券，其市值以此等上市股票證券於本公告日期之收市價計算下跌約

8,800,000港元。 

 

此外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初步買賣協議，以收購位於

香港之物業，現金代價為27,000,000港元。 

 

1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年的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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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縱使宏觀經濟環境被不明朗因素所籠罩，本集團報告於本回顧年度（「回顧年度」）的營

業額約為661,600,000港元，營業額主要包括銷售印刷品約655,000,000港元、提供經紀服務

約6,400,000港元及提供融資約200,000港元。銷售印刷品較去年同期（「去年同期」）微升

約3.3%至約634,100,000港元，其中往中國（不包括香港）的銷售增加15.1%。除歸功於持

續致力於拓展中國客戶基礎的策略外，本集團亦以生產精緻包裝產品的優勢見稱，此等進

一步反映本集團優越的市場地位及所採納的適當業務策略。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7.5%增至回顧年度約20.2%。毛利於回顧年度增加約20.7%至約

133,800,000港元，主要有賴審慎的成本控制、以自動化改善效率及將生產廠房轉移至生產

成本較低的地點。 

 

與營業額的增加同步，於回顧年度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約14.3%至約43,700,000港元，穩

定地佔營業額約6.6%，此乃由於不同銷售條款的運費以及有關運費隨著銷售額上升、佣金

增加及業務發展產生額外員工成本而有所增長。儘管本集團已於困難的經營情況下採取嚴

謹的成本控制措施，除計入回顧年度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行政成本外，經計及支付地方當局

的款項有所增加及已繳一次性物業稅後，回顧年度的行政費用增加約11.0%至約74,500,000

港元。 

 

融資成本增加約5.9%至約2,200,000港元，乃由於往來銀行於回顧年度調高利率所致。 

 

持作買賣的上市證券公平值淨變動顯著減少由於本集團所持若干上市證券的市價於回顧

年度大幅下跌，錄得重大未變現虧損約16,200,000港元。該金額已計入其他淨（虧損）╱

收益，而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確認一次性收益，而去年同期則就出售土地及建築物錄得約

13,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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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續) 

 

受上述各項因素影響，回顧年度內的除稅前虧損增加至約2,900,000港元。故此，所得稅支

出由去年同期約5,500,000港元增加至回顧年度約6,300,000港元。因此，由去年同期的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至回顧年度內的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9,0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購入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CEPA Holdings」）及其附屬公

司（「CEPA Group」）70%的控股權益。收購CEPA Group旨在讓本集團的業務多元化發展，

及提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回報。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外界環境滿佈不明朗因素（包括歐洲經濟狀況疲弱），導致

回顧年度充滿大幅波動的風險。同時，滿佈陰霾的全球經濟導致中國經濟重心及政策轉移

至國內消費，無疑將進一步為本集團帶來額外的成本壓力。另一方面，美國經濟近期的復

甦跡象及內需，顯示製造業在未來可能對經濟增長形成積極的推動力。面對多項不明朗因

素，本集團將抓住機遇，以擴大其盈利結果，致力在合適的機遇中抓緊寶貴的投資機會，

從而盡量提高股東的價值增長。因此，本集團正考慮於回顧年度後將其中國東莞大嶺山廠

房的土地重新改造，並考慮於物業範疇投資的機遇，以多元化發展本集團業務。倘出現合

適機會，本集團亦將考慮收購及投資於香港及中國的其他物業。據此，本集團已與獨立第

三方訂立初步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項位於香港的物業。該項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的公佈。 

 

財務及資本資源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港元計值之銀行借貸合共約103,20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90,000,000港元）。此等借貸中約44,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3,200,000港元）

乃以賬面總值約75,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6,900,000港元）之固定資產作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502,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492,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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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資本資源(續) 

 

財務流動性及槓桿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38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339,500,000港元），其中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87,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8,700,000

港元），流動負債為234,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10,4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

(定義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於1.6（二零一二年：1.6）的穩健水平。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淨負債資本比率（定義為總附息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

益總額）釐定。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該比率約為3.2%（二零一二年：0.2%）。 

 

董事相信，本集團將能夠自其經營業務產生充裕現金流量，並能從銀行獲得所需融資，以

履行其現時的義務及承擔。 

 

資本投資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支出合共約為26,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116,900,000港元），其中約6,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4,000,000港元）用於土地及建築物。

此等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及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費用乃透過保留溢利、銀行借貸及本集團經

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 

 

外幣管理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與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及進行。本集團審慎

管理外幣風險，主要透過將外幣貨幣資產與相對應的外幣貨幣負債，以及將外幣收入與相

對應的貨幣開支相配對，以減少外幣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付而又未在財務報表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4,435  2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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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員工2,875名（二零一二年：2,692名），其中2,824

名（二零一二年：2,634名）員工是在中國聘用，負責本公司之製造及分銷業務。 

 

本集團提供的員工福利包括員工保險、退休金計劃及酌情花紅，並提供內部培訓計劃及外

部培訓資助。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孫粗洪先生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之後獲委

任為本公司之主席，而勞明智先生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之前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主席及

行政總裁，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

則」）。相對偏離的守則條文第A.2.1條於下文詳述。企業管治守則中守則條文第A.2.1條指

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

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偏離有關守則在於勞明智先生現身兼本公司主席及

行政總裁兩職，惟主席及行政總裁各自的職責已清楚界定及以書面列載，並獲董事會通

過。按本集團目前之發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身兼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有利

執行本集團之商業策略和發揮其最高營運效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之《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

出特定詢問後，確認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

的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召開會議，以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匯報、內部監控制度

及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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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三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派發末期股息(二零一二年: 每股零

港元)。 

 

財務資料公佈及派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之年報 

 

全年業績公告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頁(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newisland.com)刊登。年報將隨後派發給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

所(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newisland.com)公佈。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暫訂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

刊登於聯交所(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newisland.com)，並將於

稍後送交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勞明智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廿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粗洪先生（主席）、勞明智先生（行政總裁）及陳玉儀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黃潤權博士、潘治平先生及葉漫天先生組成。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newisland.com/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newisland.com/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newisla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