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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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201201201333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1,605,1,605,1,605,1,605,666600000000,000,000,0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22.922.922.922.9%%%%（（（（2012012012012222︰︰︰︰1,305,900,0001,305,900,0001,305,900,0001,305,9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率率率率︰︰︰︰20.3%20.3%20.3%20.3%，，，，上升上升上升上升2.72.72.72.7百分點百分點百分點百分點（（（（2012012012012222︰︰︰︰17.6%17.6%17.6%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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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4141414,,,,333300,00000,00000,00000,000港元港元港元港元，，，，上升上升上升上升102102102102....5555%%%%（（（（2020202011112222︰︰︰︰56,400,00056,400,00056,400,00056,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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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27.27.9999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12012012012222︰︰︰︰13.813.813.813.8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 末期末期末期末期及特別及特別及特別及特別末期末期末期末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每股每股每股每股）︰）︰）︰）︰12.012.012.012.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2012012012012222︰︰︰︰11115555.0.0.0.0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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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年度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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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201201201333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    
  2012012012013333    2012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111,605,551,605,551,605,551,605,551    1,305,943 
銷售成本  (1,280,150(1,280,150(1,280,150(1,280,150))))    (1,075,889)   ────────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325,401325,401325,401325,401    230,054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14,14,14,14,890890890890    (1,834) 
分銷及銷售支出  (24,956)(24,956)(24,956)(24,956)    (22,128) 
一般及行政支出  (1(1(1(176,26976,26976,26976,269))))    (134,540)   ────────    ────────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4 111139,06639,06639,06639,066    71,552 
       
融資收入  6,3636,3636,3636,363    4,558 
融資成本  (2,621)(2,621)(2,621)(2,621)    (4,3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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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42,80842,80842,80842,808    71,737 
所得稅支出 5 (23,926(23,926(23,926(23,926))))    (11,910)   ────────    ──────── 
年內溢利年內溢利年內溢利年內溢利     111118,88218,88218,88218,882    59,827   --------------------------------------------------------    --------------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2,7742,7742,7742,774    14,66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公平值收益/(虧損)  280280280280    (113)   ────────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已扣除稅項     3,0543,0543,0543,054    14,547   --------------------------------------------------------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21,936121,936121,936121,936    74,374   ════════    ════════ 
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溢利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1114,14,14,14,312312312312    56,447 
非控制性權益  4,4,4,4,570570570570    3,380   ────────    ──────── 
  111118,88218,88218,88218,882 59,827   ════════    ════════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全面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1111117,1867,1867,1867,186    69,976 
非控制性權益  4,4,4,4,750750750750    4,398   ────────    ──────── 
  121,936121,936121,936121,936 74,374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6             78,59078,59078,59078,590    73,825   ════════    ════════ 
    
年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年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年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年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港仙) 7 27.27.27.27.9999    13.8 
  ════════    ════════ 
- 攤薄 (每股港仙) 7 26.926.926.926.9    1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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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於於於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2012012012013333    2012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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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13208,813208,813208,813    196,191 投資物業  2,8602,8602,8602,860    1,900 土地使用權  9,9889,9889,9889,988    10,21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7,5047,5047,5047,504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6044,6044,6044,604    7,2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823823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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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07234,007234,007234,007    215,765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88,262188,262188,262188,262    158,902 應收貨款 8 282,902282,902282,902282,902    236,452 其他應收款項  22229,6279,6279,6279,627    17,069 衍生金融工具  121121121121    1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  4,6334,6334,6334,633    54,032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41414141    1,873 有抵押銀行存款  11,49911,49911,49911,49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1,933441,933441,9334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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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55559,0189,0189,0189,018    893,883      --------------------------------------------------------    --------------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9 168,227168,227168,227168,227    151,65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1010107,7977,7977,7977,797    83,169 當期所得稅負債  27,73027,73027,73027,730    21,368 銀行借貸  42,13842,13842,1384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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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44445,8925,8925,892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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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13131313,126,126,12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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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47,13347,13347,1334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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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94494494    1,864 遞延所得稅負債  7575757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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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51,251,253333    2,439 
  --------------------------------------------------------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888845,88045,88045,880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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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4441,24441,24441,244    41,014 其他儲備  228,761228,761228,761228,761    217,517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49,88049,88049,88049,880            61,521 －其他  480,128480,128480,128480,128    444,406   ────────    ──────── 
  800,013800,013800,013800,013 764,458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44445,8675,8675,8675,867    46,017   ────────    ──────── 
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權益合計  888845,88045,88045,880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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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投資
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包括衍生工具) 之重估而作
出修訂。 
 

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a) 採納準則之修訂之影響 

 
下列準則之修訂於本集團 2012年 4月 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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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產之轉移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上述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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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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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1年之改進 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 披露－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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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第 1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 
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 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第 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2011） 
     （修訂本） 

投資實體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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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之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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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 呈列 - 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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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上述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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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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
收益報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戴咪耳機及    
音響耳機音響耳機音響耳機音響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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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3333    2012 2012012012013333    2012 2012012012013333    2012 20120120120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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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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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3721,248,3721,248,3721,248,372    831,396 357,179357,179357,179357,179    474,547 ----    ----    1,605,5511,605,5511,605,5511,605,551    1,305,943 
 - 分部間收入 ----    - 99,61699,61699,61699,616    84,527 ((((99,61699,61699,61699,616))))    (84,527) ----    - 
        ────────    ─────── ───────    ─────── ───────    ───────    ────────    ──────── 
 總額 1,248,3721,248,3721,248,3721,248,372    831,396 456,795456,795456,795456,795    559,074 ((((99,61699,61699,61699,616))))    (84,527)     1,601,601,601,605,5515,5515,5515,551    1,305,943 
  ════════    ═══════ ═══════    ═══════ ═══════    ═══════    ════════    ════════ 
                         
 分部業績 111111114,7804,7804,7804,780    58,604 17,17,17,17,235235235235    19,894 ----    ----    131313132,2,2,2,015015015015    78,498 
  ════════    ═══════ ═══════    ═══════ ═══════    ═══════      
                      
 企業支出                ((((7,8397,8397,8397,839))))    (5,11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4,14,14,14,890890890890    (1,834) 
 融資收入                6,3636,3636,3636,363    4,558 
 融資成本                ((((2,6212,6212,6212,621))))    (4,373)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1414142,8082,8082,8082,808    71,737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折舊 19,3119,3119,3119,319999    18,708 9,429,429,429,429999    11,427 ----    - 28,74828,74828,74828,748    30,135 

                 ════════    ════════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66166166166    166 125125125125    123 ----    ----    291291291291    289 
                 ════════    ════════ 
                      

 存貨減值撥備     2,741    2,741    2,741    2,741    3,544 99999999    1,845 ----    ----    2,8402,8402,8402,840    5,389 
                 ════════    ════════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回撥)     2,227    2,227    2,227    2,227    (90) 1,8291,8291,8291,829    1,306 ----    ----    4,0564,0564,0564,056    1,216 
                 ════════    ════════ 
                      

 

非流動資產增加（除金 
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 
資產外） 33331,1,1,1,711711711711    13,948 11116666,,,,506506506506    6,138 ----    ----    44448,2178,2178,2178,217    20,086 

                 ════════    ════════ 
 
 
 
 
 
 
 



- 7 - 

 
3.3.3.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續）    
    
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分部約230,039,000港元（2012：141,944,000
港元）之收入，乃來自一名（2012：一名）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之客戶。 
 
本公司以香港為基地。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來自香港之對外客戶收入約為1,392,743,000港
元（2012：966,247,000港元），而來自中國內地之對外客戶收入約為212,808,000港元（2012：
339,696,000港元）。 
 
於2013年3月31日，除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外，位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總值約為34,955,000
港元（2012：27,318,000港元），而位於中國內地之非流動資產總值約為194,210,000港元（2012：
180,990,000港元）。 
 

4.4.4.4.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2012012012013333    2012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91291291291    28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8,74828,74828,74828,748    30,135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 16161616    (11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其他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 654654654654    (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9)(99)(99)(99)    (148) 
衍生金融工具之已實現收益 (12,750)(12,750)(12,750)(12,750)    (2,812) 
存貨減值撥備 2,8402,8402,8402,840    5,389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4,0564,0564,0564,056    1,216 
員工費用 (包括董事酬金) 333369,0569,0569,0569,054444    316,679 
 ════════    ═══════ 
    

5.5.5.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直至 2016年 3月為止。 

 
香港利得稅撥備已按照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2012: 16.5%）稅率計算。本集團於中國內
地之附屬公司須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 
    
 2012012012013333    2012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7,28817,28817,28817,288    8,18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6,6546,6546,6546,654    4,131 
－ 往年過剩撥備 (170)(170)(170)(170)    (158)  ────────    ─────── 
 23,77223,77223,77223,772    12,156  --------------------------------------------------------    -------------       
－ 遞延所得稅 154154154154        (234) 
－ 往年過剩撥備 ----    (12)     ────────    ─────── 
 154154154154 (246)     --------------------------------------------------------    ------------          
    23,92623,92623,92623,926    11,9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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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港仙（2012: 5.0港仙）
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7.0港仙（2012: 10.0港仙）。該擬派股息並未反映為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的應付股息，但將反映於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保留溢利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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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3333    2012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千港元） 111114,14,14,14,312312312312    56,447  ════════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44411110,1580,1580,158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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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714,72714,72714,727    7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24,885424,885424,885424,885    410,1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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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及 2012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收貨
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2012012013333    2012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91,021191,021191,021191,021    192,218 
1日至 30日 57,33057,33057,33057,330    32,513 
31日至 60日    22,65522,65522,65522,655    10,522 
61日至 90日 8,7128,7128,7128,712    2,592 
90日以上 9,4389,4389,4389,438    4,350  ────────    ──────── 
 222289,15689,15689,15689,156    242,195 
減: 應收貨款之減值撥備 (6,254)(6,254)(6,254)(6,254)    (5,743)  ──────── ──────── 
應收貨款，淨額 282,902282,902282,902282,902    236,452 
 ════════    ════════ 
    

9.9.9.9. 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應付貨款 
 
於 2013年及 2012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2012012013333    2012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34,134,134,134,657657657657    126,672 
1日至 30日 22222,1172,1172,1172,117    17,678 
31日至 60日    5,7225,7225,7225,722    3,957 
61日至 90日 1,9761,9761,9761,976    2,251 
90日以上 3,7553,7553,7553,755    1,098  ────────    ──────── 
應付貨款 168,227168,227168,22716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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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下：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並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投票的股東，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

於 2013年 8月 14日星期三至 2013年 8月 16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在此期間將不會為股份辦理過戶手續。凡擬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者，務請於 2013年 8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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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716號舖，以辦理過戶手續。 

 
(b) 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預期將於 2013年 9月 6日或前後支付予於 2013年 8月 21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於 2013年 8月 21日星期三至 2013年 8月 23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在此期間將不會為股份辦理過戶手續。所有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13年 8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前送抵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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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716號舖，以辦理過戶手續。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富士高銳意引領電聲行業技術創新，於本財年實施多項穩健策略，促進業務持續增長。透過
提升技術及生產核心競爭力，本集團實力更趨雄厚，有助增進與知名客戶的合作，同時與業
界中知名品牌的強勢合作，帶動過去十二個月收入大幅增長。 
 
基於上述因素， 本集團收入有所增長， 於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錄得收入逾
1,605,600,000港元， 較去年穩健增長 22.9%（2012：1,305,900,000港元）。毛利亦錄得
增幅， 由去年的 230,100,000 港元增長 41.4%至 325,400,000 港元。毛利率持續上升，於
報告年度達 20.3%（2012：17.6%），皆憑藉本集團定位轉型轉向集中發展高端市場、人民
幣匯率及原材料成本保持平穩所致。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 56,400,000 港元大幅增加至
114,300,000 港元，按年增幅達 102.5%。每股基本盈利亦大幅增長 102.2%至 27.9 港仙
（2012：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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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為本集團核心業務，於報告年度繼續錄得強勁增長，該業務收入按年增
長 50.2%至 1,248,400,000港元。目前，該分部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77.8%，較上個財政年度
相應增長約 14個百分點。 
 
憑藉自身的競爭優勢及技術實力，本集團贏得多家知名品牌青睞，與高端電聲產品行業領軍
企業攜手合作。透過發展新客戶，不僅帶動本財年收入大幅增長，同時帶來巨大合作商機，
有望促進本集團業務長期發展。 
 
毋庸置疑，本集團取得如此驕人業績，現有客戶業務增長亦功不可沒。該等公司的訂單增加，
足證本集團有能力滿足全球領先品牌的複雜要求。現時，客戶倚重製造商生產技術先進的音
響耳機及戴咪耳機，以便與最尖端的音響耳機及戴咪耳機設備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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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業務分部分析 ( ( ( (續續續續))))    
 
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配件及零件    
    
於報告年度，配件及零件業務的收入按年減少24.7%至357,200,000港元（2012：474,500,000
港元）。收入下降主要由於需求減少，導致市場競爭加劇所致。儘管如此，配件及零件業務
在加強垂直整合生產及平衡業務增長方面仍擔當重要角色。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過去一年本集團表現穩健，足見勇於創新，緊貼消費電子行業發展趨勢， 市場依舊商機處處。
在積極應對日益複雜的營商環境之餘，本集團仍致力採取有效措施，把握下一輪市場商機，
以期推動富士高業務於未來數年更上一層樓。 
 
憑藉本集團自身研發實力，富士高成功轉入高端產品市場，故本集團將繼續提升自身研發實
力。隨著市場對智能產品的需求增加，帶來嶄新商機，本集團將把握機會，繼續推出嶄新產
品，增添設備使用樂趣。 
 
本集團竭力為客戶提供最佳方案同時，亦會致力提升營運效率。除採用 SAP企業資源計劃系
統外，我們將提高生產自動化水平，以加強盈利能力及降低生產成本上漲和因中國熟練勞工
短缺引致勞工不穩的影響。自動化的益處還包括實現標準化質量及靈活生產，並更好應對最
低工資上調引致的勞工成本上漲問題。 
 
為保障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管理層將制定適當業務策略，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包括未來
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可能。 
 
於未來財政年度，管理層將更加充滿動力，促進業務更上一層樓。繼進軍高端電聲行業收得
成效後，本集團將在加強現有客戶關係的基礎上，致力鞏固市場地位，藉此樹立其作為創新
者、領導者及業界標桿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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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31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613,100,000港元 
(2012：597,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2.8倍 (2012：3.0倍) 及2.2
倍 (2012：2.5倍)。 
 
本集團於2013年3月3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有抵押銀行存款約為453,400,000港元，較
2012年3月31日約為425,400,000港元顯著增加約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有抵押銀行存
款中約58.6%、29.5%及6.4%分別為美元、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其餘則為其他貨幣計值。於
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合共約為273,300,000港元 (2012：27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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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00,000港元  (2012：
232,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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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 ( ( (續續續續))))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於 2013年 3月 31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 42,100,000港元 (2012：40,500,000港
元)，是多項有抵押之短期貸款，當中 32,100,000港元為人民幣貸款, 而 10,000,000港元為
港元貸款, 皆於一年內到期。本集團以約 42,500,000港元 (2012: 43,500,000港元) 之若干
物業及土地使用權用作多項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該等貸款約 32,100,000港元。餘下的銀行
借貸由本公司與一名非控權股東共同擔保。本集團之借貸按年利率為5.2厘 (2012：6.5厘) 計
息。 
 
本集團於2013年3月31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5.3% (20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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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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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僱員資料    
    
於2013年3月31日，本集團共聘用約6,400名(2012：6,300名)僱員。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於年內約為369,100,000港元 (2012：316,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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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已包括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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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31日，本公司已向多間銀行提供約為155,700,000港元 (2012：155,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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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31日所用之信
貸額約為37,200,000港元(2012：40,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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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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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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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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力遵循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於截至2013年3月31日
止年度內，除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6.7條因下文所述理由有所偏離條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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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雄
先生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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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總裁職務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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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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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張樹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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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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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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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