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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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信 佳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2）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為680,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08,200,000港元）

– 毛利為88,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1,700,000港元）

–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為149,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7,5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54.65港仙（二零一三年：13.76港仙）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二零一三年：6.0港仙）
及特別股息每股5.0港仙（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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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信
佳」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80,381 608,166

銷售成本 5 (592,147) (526,452)

毛利 88,234 81,714

其他收入 650 72
其他收益，淨額 4 121,193 3,479
分銷及銷售費用 5 (10,816) (7,924)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5 (43,421) (34,858)

經營溢利 155,840 42,483

融資收入 6 1,049 1,122
融資成本 6 (1,978) (1,682)

融資成本－淨額 (929) (56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29) (3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4,782 41,567

所得稅開支 7 (5,911) (4,399)

期內溢利 148,871 37,168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49,156 37,474
非控制性權益 (285) (306)

148,871 37,168

期內歸屬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 54.65 13.76

－攤薄（港仙） 8 54.60 13.74

股息 9 32,778 1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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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48,871 37,168

其他全面收入：

已重新分類或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匯兌差額 4,850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虧損 (1,529)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3,321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52,192 37,168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52,477 37,474

非控制性權益 (285) (306)

152,192 3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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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0,107 200,943
土地使用權 56,665 58,973

無形資產 13,315 15,892
商譽 3,949 3,9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861 1,70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67 26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018 7,547

債券投資 7,711 7,71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631 2,811

其他非流動應收款項 10 3,773 852

366,297 300,647

流動資產
存貨 143,238 147,37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74,561 206,103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279 1,279

應收貸款 10 13,770 16,250
可收回稅項 331 257
衍生金融工具 1,686 1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352 169,404

600,217 540,816

資產總值

966,514 841,46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3,820 47,731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07 4,649

16,427 52,380



-5-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12,644 217,488

應付所得稅 17,855 12,870

銀行借貸 67,537 37,798

衍生金融工具 1,881 2,398

299,917 270,554

負債總額 316,344 322,934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315 27,229

其他儲備 124,684 120,148

保留盈利

－擬派股息 32,778 21,852

－其他 466,810 350,432

651,587 519,661

非控制性權益 (1,417) (1,132)

權益總額 650,170 518,529

權益及負債總額 966,514 841,463

流動資產淨值 300,300 270,26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66,597 570,909



-6-

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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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在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報告金額的判斷、

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此類估計存在差異。

在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時由管理層所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

的關鍵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惟確定所得稅準備所需的估計

變動除外。

2.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誠如於全年財務報表內所述）貫徹一致。

中期期間內收入的稅項按預期總全年盈利適用的稅率應計。

(a) 以下新準則、該等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於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應用，並

已於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產品延續之會計處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上述新準則、該等準則及詮釋之修訂對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惟若干新增或

經修訂披露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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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新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

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本）

生產性植物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本）

折舊與攤銷之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投入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於獨立財務報表內之權益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與客戶合約之收入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二年週期之改進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

二零一三年週期之改進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

二零一四年週期之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管理層現正評估該等變動的可能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是否會導致本集團的重要會計政策及／或其財務報表

的呈列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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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

(a) 期內已確認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電子產品 667,626 591,793

－模具及塑膠產品 12,755 16,373

680,381 608,166

(b) 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被認定為作出策略決定之本集團執行董事（統稱「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

審視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

主要營運決策人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分類，並根據電子產品以及模具及塑膠產品之表現個別進行評估。

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可呈報分類業績計量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融資收入及成本、公司收入及開支、財務

資產公平值收益╱（虧損）以及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概不計入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之各經營分類業績。向主

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其他資料按與財務報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所顯示之外來客戶收益已抵銷分類間收益。分類間銷售按雙方協定條款進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彙報之外

來人士收益按與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可呈報分類資產不包括按統一基準管理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可收回稅項、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債券投資、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應收貸款、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公司資產。可呈報分類負債不包括即期及

遞延所得稅負債及公司負債。該等資產及負債構成資產負債表資產與負債總額之對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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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可呈報分類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667,626 12,755 – 680,381

分類間收益 – 5,578 (5,578) –

667,626 18,333 (5,578) 680,381

可呈報分類業績 35,704 (1,707) – 33,997

可呈報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之對賬如下：

可呈報分類業績 33,997

其他收入 650

其他收益，淨額 121,193

經營溢利 155,840

融資收入 1,049

融資成本 (1,97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29)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4,782

所得稅開支 (5,911)

期內溢利 148,871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18 566 1,151 10,935

土地使用權攤銷 566 29 40 635

無形資產攤銷 2,577 – – 2,577

非流動資產之添置

（財務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105,426 – 20 105,446

所得稅開支 6,099 (186) (2) 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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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591,793 16,373 – 608,166

分類間收益 – 6,760 (6,760) –

591,793 23,133 (6,760) 608,166

可呈報分類業績 39,348 (416) – 38,932

可呈報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之對賬如下：

可呈報分類業績 38,932

其他收入 72

其他收益，淨額 3,479

經營溢利 42,483

融資收入 1,122

融資成本 (1,68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567

所得稅開支 (4,399)

期內溢利 37,168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449 997 1,585 7,031

土地使用權攤銷 566 29 40 635

無形資產攤銷 2,577 – – 2,577

非流動資產之添置

（財務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

25,776 59 1 25,836

所得稅開支 4,220 101 78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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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與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

對賬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847,691 30,114 877,805
遞延所得稅資產 2,631
可收回稅項 331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99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861
應收貸款 13,770
其他投資 15,008
其他未分配資產 10,113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966,514

分類負債 206,084 5,810 211,894
應付所得稅 17,8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07
未分配：
銀行借貸 81,357
其他未分配負債 2,631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316,344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電子產品
模具及

塑膠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724,237 30,394 754,6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11
可收回稅項 257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12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02
應收貸款 16,250
其他投資 16,537
其他未分配資產 3,149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資產總值 841,463

分類負債 194,674 4,524 199,198
應付所得稅 12,8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49
未分配：
銀行借貸 85,529
其他未分配負債 20,688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負債總額 3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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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駐居於百慕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國家劃分之外來客戶收益

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國 287,876 277,726

英國 149,418 81,677

日本 140,796 118,940

中國（包括香港） 53,548 54,919

澳洲 24,637 39,612

其他 24,106 35,292

680,381 608,166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79,367 88,962

中國大陸 284,248 208,808

澳門 51 66

363,666 297,836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四名（二零一三年：四名）主要客戶之外部收益約為

366,60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44,339,000港元），分別相當於本集團外部收益之10%或以上。有

關收益乃來自電子產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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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2,058 (2)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淨額 144 503

出售子公司收益（附註1） 149,427 –

匯兌收益淨額 4,774 2,978

應收貸款減值撥備 (2,805) –

廠房之搬遷成本（附註2） (32,405) –

其他收益總額，淨額 121,193 3,479

附註：

(1)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而本集團已有條件

同意出售於 Universal Gain Assets Limited（「UGL」）之10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38,000,000元。UGL

乃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其於中國之一幅土地擁有權益。此外，買方已有條件同意日後於完成重建時

向本集團授出可購回若干重建物業之權利。於上一年度，本集團已收取按金17,595,000港元，其已計入應

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已完成出售UGL及確認出售收益約

149,427,000港元。

(2) 期內，本集團將其若干製造廠房搬遷至東莞，並產生搬遷成本32,405,000港元。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510,451 455,50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935 7,031

土地使用權攤銷 635 635

無形資產攤銷 2,577 2,577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83,080 68,68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 (5)

其他開支 38,706 34,808

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總額 646,384 56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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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下列各方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786 637

－債券投資 263 485

融資收入 1,049 1,122

銀行借貸之利息 (1,978) (1,682)

融資成本－淨額 (929) (560)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營運

所在國家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243 3,463
－香港境外所得稅 – 718

6,243 4,181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332) 218

5,911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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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除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千港元） 149,156 37,474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72,913 272,29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4.65 13.76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於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轉換的情況下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

公司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所有附於未行使購股

權之認購權之金錢價值來計算，釐訂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計算）購入之股份數目。以上述

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和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經發行的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所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49,156 37,474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72,913 272,294

購股權調整（千股） 248 506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73,161 272,800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54.60 13.74

9. 股息

有關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期間之股息21,852,000港元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派付（二零一三年：19,061,000

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二零一三年：每股6.0港仙）及特別股

息每股5.0港仙（二零一三年：無），並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為數32,77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6,338,000港元）尚未於本中期

財務資料內確認為一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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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12,718 177,663

31至60日 15,383 8,431

61至90日 8,350 279

91至180日 4,683 120

超過180日 5,036 4,852

246,170 191,345

減：減值撥備 (3,898) (3,898)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42,272 187,447

預付款項 2,375 3,316

租金及其他按金 6,477 2,668

應收增值稅 12,685 4,960

其他 14,525 8,564

278,334 206,95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即期部分 274,561 206,103

－非即期部分 3,773 852

278,334 206,955

應收貸款 16,575 16,250

減: 減值撥備 (2,805) –

13,770 16,25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92,104 223,205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天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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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35,783 145,566

31至60日 6,233 16,560

61至90日 2,394 1,379

91至180日 3,714 1,568

超過180日 3,252 6,676

應付貿易賬款 151,376 171,749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12,325 9,584

應計費用 4,583 4,390

已收按金 – 17,595

應付建築費用 29,776 –

其他 14,584 14,17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12,644 2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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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於回顧期內，信佳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608,200,000港元增加11.9%至約680,400,000港元。毛利

增加8.0%至88,200,000港元（二零一三／一四年上半年：81,700,000港元），毛利率為13.0%（二零

一三／一四年上半年：13.4 %）

在回顧期結束前，本集團完成出售中國深圳布吉一幅工業土地。在扣除搬遷費用後（主要包括深圳

生產廠房僱員的遣散費），本集團錄得一次性淨收益約117,000,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297.9%至149,200,000港元（二零一三／一四年上半年：37,500,000港元）。純利率為21.9%（二零

一三／一四年上半年：6.1%），每股基本盈利為54.65港仙（二零一三／一四年上半年：13.76港

仙）。

業務回顧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分部錄得銷售額667,60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的591,800,000港元增加12.8%，佔本集團

總銷售額98.1%。

自上一個財政年度下半年開始，互動教學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源自產品的收益錄得顯著增長。

本集團的夥伴採取新策略，外判更多產品予信佳，讓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接獲更多訂單，本集團亦

正與該夥伴就進一步參與新產品研發進行磋商。有關磋商符合本集團向客戶提供更多增值解決方

案的目標。

專業音響設備業務較去年同期錄得令人滿意的銷售增長，主要由於來自美國客戶的新訂單增加所

致。該業務已發展為本集團主要收益來源之一，管理層欣然看到更多客戶認同信佳的卓越品質。

受惠於日本客戶需求增加，一般消費電子產品業務的銷售上升。客戶為精簡供應商改變採購模

式，此舉亦對本集團有利。整體需求上升反映信佳穩定地提供優質產品的能力，並在保留現有客

戶之餘亦能把握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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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培訓器材的收益下跌，主要因由於本集團搬遷廠房期間暫時中斷生產所致。此外，本集團的

業務夥伴亦因搬遷而選擇把訂單延至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隨著新廠房全面投入運作，本集團將繼

續於未來與長期業務夥伴共同成長。

自動收費系統方面，由於歐洲市場缺乏新項目，令主要客戶的發展亦隨之放緩。然而，市場對本

集團Wifi模組的需求持續向上，而由於Wifi模組可用於多種消費電子產品，本集團預期有關產品

的需求將繼續增加。

獎項

於最新財政期間，本集團在管理及產品方面的卓越表現再次獲得表揚。管理方面，本集團的子公

司信佳世科動力有限公司(「信佳世科動力」) 榮獲國際專業管理學會（「IIM」）頒發2014年度卓越

管理大獎; 而本集團另一子公司信佳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則獲主要客戶及長期業務夥伴

Radio Systems Corporation頒發「最佳供應商獎」。有關獎項旨在表揚本集團優質產品及服務以及

卓越的支援服務。

展望

經過去兩年密切監察宏觀經濟及各種數據，顯示出美國正處於經濟復甦期，此趨勢加上歐洲央行

進一步採取寬鬆措施意味著除了美國，歐元區亦有望保持復甦勢頭，有助促進全球其他地方的經

濟增長。本集團取得的訂單量亦與此看法吻合，因此，管理層對本集團的全年表現維持樂觀。

本集團自成立以來的核心業務主要為發展及生產電子產品，近年亦成功推出不同的獨特電子產

品，為信佳帶來穩定的收入。由於策略湊效，令本集團於逆境中仍能保持盈利能力，為股東不斷

增值。然而，管理層並無因此自滿，並繼續努力評估產品及服務升級轉型的方向，以加強信佳的

競爭力，並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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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未來，信佳會致力打破傳統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的框架，提供更多以高科技主導的全方位電

子解決方案，為客戶增值。因此，在近期的香港秋季電子展，我們展出了一系列的智能家居解決

方案，展示本集團的研發實力。我們相信消費者會繼續追求更便利的生活方式，而智能手機已經

普及，因此與智能手機相關的解決方案會是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本集團的Wi-Fi產品團隊已經累

積逾五年的相關研究經驗，多年來推出的Wi-Fi模組亦大受客戶及市場歡迎。本集團於去年已開始

與現有客戶洽談將Wi-Fi技術整合至客戶產品，初步取得正面回應。本集團亦會加強推廣的力度，

以接觸更多潛在客戶，開拓新業務商機。

另一方面，本集團亦專注發展國內的寵物產品市場。我們注意到國內的寵物主人越來越願意為其

寵物提供更好、更舒適的生活，並追求更優質的寵物相關產品，特別是寵物飼料。因此，信佳會

嚴選有品質保證的產品，並引入更高端的產品，例如外國入口飼料或寵物保健產品，為消費者提

供多元化的選擇。

生產設施方面，位於東莞的高新科技產業園已全面投入運作，新廠房合併了兩家舊深圳廠房的生

產設施，令整體產能提升約30％，並新添更多自動化設施。深圳布吉的物業完成出售之後為本集

團帶來額外款項，令我們有更充裕資源發掘有潛力的新項目。另外，東莞高新科技產業園第二期

發展會於今年年底展開，預計第三座生產大樓會於二零一六年年初落成。屆時，本集團將完成把

惠州的廠房設施搬至東莞產業園，以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生產效率。本集團亦會研究惠州廠房地

皮的再發展機會。

憑藉明確的策略及穩健的業務根基，管理層對本集團的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並會致力繼續為股東

創造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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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Universal Gain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Suga International Limited（「賣方」）與黃振良先生（「買方」）訂立買

賣協議（「該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地同意購買，而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Universal Gain

Assets Limited（「Universal Gain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38,000,000元（「代

價」）。Universal Gain持有大豐國際有限公司（「大豐國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00%權益，而大

豐國際擁有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布吉李朗之布吉廠房之土地及樓宇（「布吉物業」）。賣方已於該

協議日期起計五日內自買方收取人民幣13,800,000元（即代價之10%）。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賣方向買方發出書面通知，告知布吉廠房已空置並可交付予買方。該交易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

十三日完成。於完成後，本集團於Universal Gain不再持有任何權益及本集團因出售Universal Gain

而錄得149,400,000港元之收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600,200,000港元及299,900,000港

元。流動比率為2.00（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為81,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5,500,000港

元）。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為12.5%（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6.5%）。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現金結餘淨額84,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83,9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透支、貸款及貿易融資向主要往來銀行取得信貸額總額約

574,1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587,500,000港元），而未動用之信貸額則為

473,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474,400,000港元）。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額為業務經營提供資金。本集

團所動用銀行信貸額包括循環銀行貸款、信託收據貸款、透支、租賃及有期貸款，主要按浮動利

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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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結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因貨幣匯率波動導致經營或流動資金出現任何困難或受到任何影響。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數份外匯合約，以管理人民幣兌美元之貨幣匯

兌風險。所有該等外匯合約均作管理用途，本集團並恪守不純粹基於投機而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

約之政策。期內已確認的衍生工具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為2,20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位於九龍灣億京中心B座22樓之辦公室單位，連同四

個車位，以取得銀行按揭貸款16,6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8,000,000港元），藉此

撥付收購該辦公室單位及該等車位所需資金。除上述按揭貸款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

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興建東莞新生產廠房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75,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莞町強機電有限公司與廣東宏達建設工

程有限公司（「承判商」）訂立建築合約。據此，承判商同意作價人民幣78,200,000元為東莞町強機

電有限公司在東莞土地上興建二幢廠房大樓及三幢宿舍，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72,723平方米。於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上述建築合約之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亦與承包商訂立多項裝修合約，

據此，承包商已同意按人民幣43,500,000元之合約價格進行配電系統、空調系統、低壓電器系統之

安裝及廠房之其他裝修工程。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上述裝修合約並無資本承擔（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8,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附屬公司所獲授借貸向銀行作出公司擔保101,1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13,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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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與一間中國公司（其為西鄉製造廠房之業主）有一

項待決訴訟。該業主向本集團索償廠房損害賠償。董事相信，本集團對其狀況有重要理據，並認

為上述未決訴訟案件不可能對本集團之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因此，並無於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內作出撥備。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206名僱員，其中59名長駐香港及澳門，其餘主要長駐中

國內地。薪酬政策參考現行法例、市況及個人與公司表現定期作出檢討。除薪金及其他一般福利

（如年假、醫療保險及各類強制性退休金計劃）外，本集團亦提供教育資助津貼、酌情表現花紅

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外，本公司於期內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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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根據該守則

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所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截至本中期報告

日期，本公司並無分開設立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吳自豪博士現時身兼兩職。董事會相信，由同

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能貫徹強勢領導、發展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本集團將於日後定

期檢討此安排是否有效，並於認為適當時考慮委任個別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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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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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其中包括）內部監控及財務呈

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二零一三年：6.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5.0港仙（二零一三

年：無）。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該日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轉讓表格，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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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6號舖，以辦理登記。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www.suga.com.hk）刊載。中期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之網站及本公司

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自豪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吳自豪博士及馬逢安先生；非執行董事李錦雄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肅亮教授、梁宇銘先生、陳杰宏先生及張念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