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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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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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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
PERENNI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25）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恒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30,599 217,001
銷售成本 (187,731) (180,943)   

毛利 42,868 36,058
其他收益 5 890 2,585
分銷開支 (4,239) (3,760)
行政開支 (23,271) (24,12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3,256) (1,028)   

經營溢利 6 12,992 9,735
財務費用 8 (1,266) (1,286)   

除稅前溢利 11,726 8,449
稅項 9 (3,255) (1,853)   

本期溢利 8,471 6,596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仙） 11 4.3 3.3   

本公司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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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8,471 6,596

其他全面開支：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5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55)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全面收益 8,471 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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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4 12,853 13,04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89,240 295,266
投資物業 13 25,180 25,180
非流動訂金 600 718
遞延稅項資產 4,812 4,193   

332,685 338,400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03,244 89,651
應收貿易賬款 16 112,717 100,141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10,561 7,474
衍生金融工具 20 93 172
短期定期存款 21,889 42,6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624 50,945   

322,128 291,016  

總資產 654,813 629,416   

權益
股本 17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8 193,163 193,163
保留盈利
其他 240,613 234,132
擬派股息 1,990 3,980   

總權益 455,662 4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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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925 31,287   

30,925 31,28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9 31,150 32,6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 25,725 23,209
稅項 4,197 3,495
短期銀行貸款 21 58,000 48,000
信託收據貸款 21 49,154 39,597   

168,226 146,958   

總負債 199,151 178,245   

總權益及總負債 654,813 629,416   

流動資產淨值 153,902 144,0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6,587 482,458   



– 5 –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9,896 193,163 238,112 451,171
本期溢利 – – 8,471 8,471    

本期總全面收益 – – 8,471 8,471
已派發二零一二年之末期股息 – – (3,980) (3,98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193,163 242,603 455,662    

相當於：
二零一三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1,990
其他 240,613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之保留盈利 242,603 

股份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9,896 139,003 224,128 383,027
本期溢利 – – 6,596 6,596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兌換之
匯率差異 – (55) – (55)    

本期總全面收益 – (55) 6,596 6,541
已派發二零一一年之末期股息 – – (3,980) (3,98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138,948 226,744 385,588    

相當於：
二零一二年派發之中期股息 1,990
其他 224,75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之保留盈利 22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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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所用的淨現金 (8,368) (2,073)
支付香港及海外利得稅 (3,535) (653)
銀行貸款利息 (1,266) (1,286)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3,169) (4,012)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325) (3,847)
支付新增機器之訂金 118 2,4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90 15
收取利息 644 355
減少短期定期存款 20,744 –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20,271 (1,039)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新增╱（減少）信託收據貸款 9,557 (3,004)
新增短期銀行貸款 18,000 –
減少短期銀行貸款 (8,000) –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3,980) (3,980)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15,577 (6,9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增加╱減少 22,679 (12,03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945 108,1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收益 – (56)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624 9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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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恒都集團於一九八九年成立，專門製造及營銷優質的電源線、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
束及塑膠皮料。本集團主要的外銷市場是美洲、歐洲、澳洲、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客戶對
象為著名的跨國電器及電子產品生產商。

除另外說明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準則（「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全年財務報表
一併參閱，並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在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除以下提述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綜合財務報表一致。

本集團已採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會計年度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及經修
改的準則及詮釋。

中期期間就收入應繳之稅項乃使用預期全年總盈利適用之稅率計提。

(a) 本集團已採用之新及經修改的準則：

概無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及經修改的準則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之
會計年度生效而預計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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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之新及經修改的準則但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之財務年度尚未生效及未
予提早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涉及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
確認。該準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前尚未生效，惟可提早採納。於採納時，該準
則將尤其影響本集團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因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只
容許與非為交易目的所持有的權益工具有關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其他全面收益
表內確認公平值收益及虧損。例如，可供出售債務投資的公平值收益及虧損將因此
直接在損益中確認。

採納該準則對本集團計量金融負債沒有影響，因為該準則只影響指定為以公允價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而本集團並沒有該等負債。有關終止確
認之條件由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轉移，而且沒有變更。本
集團尚未決定何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概無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之詮釋尚未生效而
預計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 230,599 217,001  

行政總裁（首席營運決策者）已閱覽本集團內部報告及確定在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下根據
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分部，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其他亞洲國家、美洲及歐洲。每個分部是
分開處理因其風險和回報是有別於其他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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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外部銷售）分部業績
總分部
資產

資本性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9,824 5,556 265,424 658 1,900 –
中國大陸 34,115 1,513 274,318 667 4,134 190
其他亞洲國家 13,000 894 7,092 – – –
美洲 93,055 7,093 77,650 – – –
歐洲 605 42 337 – – –      

報告分部 230,599 15,098 624,821 1,325 6,034 190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2,106) 

經營溢利 12,99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外部銷售）分部業績
總分部
資產

資本性
開支 折舊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97,943 5,228 246,516 12 1,806 –

中國大陸 32,676 1,770 238,108 3,835 3,512 189

其他亞洲國家 15,794 1,007 9,954 – – –

美洲 70,245 3,519 59,783 – – –

歐洲 343 22 224 – – –      

報告分部 217,001 11,546 554,585 3,847 5,318 189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1,811) 

經營溢利 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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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部資產與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624,821 554,585

投資物業 25,180 13,800

遞延稅項資產 4,812 3,429   

總資產 654,813 571,814   

報告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

未分配費用，扣除收入主要是公司支出及投資物業收入。

收益約98,39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91,480,000港元）是來自三個主要客戶之收
益（佔總收益10%或以上）賬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38,526 40,093

客戶B2 32,461 27,252

客戶C2 27,411 N/A4

客戶D3 N/A4 24,135  

98,398 91,480  

1 收益來自美洲，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國家分部。
2 收益來自美洲分部。
3 收益來自香港分部。
4 相對收益並不佔集團總收益 10%以上。

5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廢料收入 189 2,230

利息收入 644 355

租金收入 57 –  

890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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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淨（收入）╱開支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及折舊：
土地使用權攤銷 190 189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34 5,318

核數師酬金 740 941
物料耗用成本 145,613 143,576
外匯淨虧損 426 8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67 180
投資物業支銷 98 54
衍生金融工具淨（利潤）╱虧損 (184) 1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227 5
貿易應收款撇銷 – 173
慢用存貨回撥 (221) (235)
退貨及呆賬撥備 481 76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7） 48,232 43,493  

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酬工資 45,941 41,501
社會保障成本 2,073 1,780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18 210
其他 – 2  

48,232 43,493  

員工成本包括支付予董事之酬金，賬列如下：

(a) 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4,035 5,104
酌情花紅 – 97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38 38  

4,073 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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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266 1,286  

1,266 1,286  

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二年：16.5%）之稅率撥備。

海外溢利稅項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
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1,188 1,300

海外稅項 3,152 764

年前超額撥備 (103) (79)

遞延稅項 (982) (132)  

3,255 1,853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0.01港元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一二年：0.01港元） 1,990 1,990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擬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0.01港元。此項擬派股息並無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列作應付
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賬目中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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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未經審核溢利8,471,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596,000港元 )除以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98,958,000股（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198,958,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因沒有具攤薄普通股於報告期結束
日，故每股攤薄溢利與其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廠房及 傢俬及 辦公室
本地 海外 裝修 機器 裝置 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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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添置 – – – 543 1 177 604 – 1,325
出售 – – – (216) (447) (487) (167) – (1,317)
折舊 (1,295) (1,744) (447) (1,514) (65) (412) (174) (383) (6,03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16,595 138,494 6,536 13,893 462 3,951 1,796 7,513 289,240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12,039 86,031 5,742 12,871 5,543 14,667 136,893
估值 117,890 140,238 – – – – – – 258,128
累積折舊 (1,295) (1,744) (5,503) (72,138) (5,280) (8,920) (3,747) (7,154) (105,781)         

賬面淨值 116,595 138,494 6,536 13,893 462 3,951 1,796 7,513 28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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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樓宇 廠房及 傢俬及 辦公室
本地 海外 裝修 機器 裝置 設備 汽車 遊艇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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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07,100 90,365 4,555 17,193 1,173 5,171 1,866 8,730 236,153

添置 – – 3,457 1,482 58 336 – – 5,333

出售 – – (74) (436) (10) – – – (520)

折舊 (2,346) (2,233) (994) (3,318) (258) (895) (340) (834) (11,218)

重估 13,136 50,589 – – – – – – 63,725

匯率調整 – 1,517 39 159 10 61 7 – 1,793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 – 12,039 89,545 6,191 13,784 5,356 14,667 141,582

估值 117,890 140,238 – – – – – – 258,128

累積折舊 – – (5,056) (74,465) (5,218) (9,111) (3,823) (6,771) (104,444)         

賬面淨值 117,890 140,238 6,983 15,080 973 4,673 1,533 7,896 295,266         

土地及樓宇租賃期為十至五十年。

13 投資物業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25,180 13,800

重估盈餘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 – 11,380  

於期末╱年末 25,180 2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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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土地使用權列作預付經營租賃款項及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海外擁有：
－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 12,853 13,043  

15 存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4,924 26,582
在製品 24,375 20,304
製成品 47,082 46,123  

106,381 93,009
慢用存貨撥備 (3,137) (3,358)  

103,244 89,651  

16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100,801 88,382
四個月至六個月 12,330 11,660
超過六個月 8,001 8,290  

121,132 108,332
退貨及呆賬撥備 (8,415) (8,191)  

112,717 100,141  

客戶主要以信貸方式付款，惟新客戶須於貨品付運時以現金付款。一般而言，客戶須於
發票發出後三十至九十日內付款。付款記錄良好及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關係之客戶，可
享受有較長之付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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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18 儲備

股份溢價
匯率變動

儲備

土地及
樓宇重估

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總其他
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5,885 25,092 152,082 104 193,163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 –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25,092 152,082 104 193,163     

股份溢價
匯率變動

儲備

土地及
樓宇重估

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總其他
儲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5,885 23,102 99,912 104 139,003

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兌換之匯率差異 – (55) – – (5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23,047 99,912 104 13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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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31,150 32,6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5,725 23,209  

總額 56,875 55,86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0,529 30,121
四個月至六個月 3 1,627
超過六個月 618 909  

31,150 32,657  

20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遠期外匯合約－用於買賣 93 172  

集團與銀行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預設兌換率賣出美元以匯兌人民幣作為經營用途。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遠期外匯合約為37,4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570,000港元）。

於報告期結束日，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運用已報價遠期匯率所決定。

21 貸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信託收據貸款 49,154 39,597
短期銀行貸款 58,000 48,000  

總貸款 107,154 87,597  

總貸款包括有抵押負債107,15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597,000港元）以本
集團的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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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的到期日如下：

信託收據貸款 短期銀行貸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49,154 39,597 58,000 48,000

1至2年內 – – – –

2至5年內 – – – –    

5年內全數償還 49,154 39,597 58,000 48,000

超過5年 – – – –    

總貸款 49,154 39,597 58,000 48,000    

22 銀行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268,0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8,075,000

港元 )之銀行融資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a) 本集團以賬面淨值合共141,7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070,000港
元 )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抵押；

(b) 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14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5,000,000港元 )。

23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酬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5,425 5,844

酌情花紅 – 154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60 50  

5,485 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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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裝修及廠房及機器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1,131 1,496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內屆滿之不可撇銷經營租賃於
日後之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8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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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營業額為230,59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217,001,000港元）。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 8,47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6,596,000港元）。每股盈利為0.043港元（二零一二年：0.033港元）。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港仙（二零一二年：每股1港仙）。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户登記手續。凡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一三
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半前，將過户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在
香港之過户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辦理股票過户登記手續。預計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派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為95,513,000港元。本
集團之綜合借貸為107,154,000港元，全為短期債項；所有借貸均以港元為單位，
按浮動息率計算。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153,90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058,000港
元 )。流動比率為 1.91。本集團之綜合應收貿易賬款為 112,717,000港元，佔期內
230,599,000港元營業額之 48.9%。

股本結構

本集團之權益為455,66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8.2%。負債對資本比率（以負
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 )約為43.7%。

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集團約有107,15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7,597,000港元 )之已動用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
及投資物業之法定抵押及本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該等土地及樓宇
及投資物業之總賬面值淨值共141,7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3,070,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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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公司所有可預見外匯風險已被合適地監管及對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訴訟

終審判決已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在中國裁定。本集團對通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逾期債務的訴訟上獲得勝利。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電源線及電源線組合、導線、組合線束及塑膠皮料的銷售額，分別
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59%、10%、29%及2%。

受惠於美國分部增長，今年首六個月的營業額6.3%至230.6百萬港元。

本集團繼續維持一定的盈利。毛利率有輕微改善由2012上半年的16.6%到2013年
上半年的 18.6%。毛利率提高有賴於銅價下跌，而銅是本集團所用的主要材料
之一。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中國勞動法收緊及最低工資及
各種與勞工有關之保險費之升幅做成勞動成本上升。此外，人民幣的升值導致
中國經營的整體經營成本上升。本集團繼續精簡操作流程及密切控制生產成
本以減輕成本上升的影響。此外，我們增加了銀行結存部份及人民幣定期存款
以及用金融工具對沖貨幣風險。

由來料加工轉為進料加工在稅務影響上很沉重。同樣美國的所得稅率亦高。本
集團將與各方面專業人士密切合作以減輕稅務影響。

我們的中國工廠遵守多種品質系統及國際標準例如ISO9001，ISO14001，ISO13485
及TS16949。我們承諾提供優質產品給予客戶。我們的策略不像一些同業以削
價來競爭。

未來展望

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以及勞動成本上漲對我們的利潤率做成壓力。這是一個挑戰
的工作去保持及改善利潤率。故此，我們研究在成本有競爭能力的地方成立新
生產工廠及增加中國本土銷售的可行性。此外，我們增加客戶群及產品種類。
除了集中家電行業外，我們開拓醫療設備及汽車行業的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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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長期展望保持樂觀，及擁有強健的現金流及足夠儲備去面對任何即
將發生的挑戰及企業風險。我們的核心策略仍然是為客戶創造價值，並會繼續
提供高品質及有競爭力的產品。

美國仍然是本集團的最主要海外市場，我們將擴展新海外市場例如印度，為本
集團開拓新收入來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1,500名全職之管理，行
政及生產人員。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慣例而定。高級管理人員因應僱員
表現、經驗及業內慣例，每年檢討及釐定僱員薪酬。在職培訓，本集團鼓勵員
工參與校外課程繼續學習。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控
制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企業治理

本集團致力維護股東權益，提升企業管治水平。因此，我們設立監察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遵守最佳守則。

社會責任

本集團堅守信念，做一家負責任的企業，所以我們持續參與和支持香港及中國
的社會活動。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已採用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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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本公司已遵守了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條文的規定，及當適
用時實行該守則的最佳建議常規。除以下外，獨立非執行董事馬鎮漢先生由於
先前其他業務安排，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條款不寬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彼等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包括首尾
兩日）均遵守了上述準則之規定。

買賣、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在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贖回任何股份。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展示盡資料

一 份 載 有 按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16第46(1)至46(9)段 所 規 定 之 一 切 資 料 已 登 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之 網 站 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之 網 站
http://perennial.todayir.com。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忠誠的股東、夥伴、客戶及員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
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顧廸安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執行董事為孟振雄先生、蕭旭成先生、孟瑋琦女士及孟韋萓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顧迪安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振麒先生、李宗鼐先生及馬
鎮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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