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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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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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09,550 236,186
銷售成本 (169,855) (190,583)  

毛利 39,695 45,603
其他收益 5 2,909 3,387
分銷開支 (5,162) (5,211)
行政開支 (26,971) (24,323)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490) (3,455)  

經營溢利 6 9,981 16,001
財務費用 8 (438) (490)  

除稅前溢利 9,543 15,511
稅項 9 (2,451) (4,194)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 7,092 11,31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仙） 11 3.6 5.7    

本公司擬不派發中期股息。詳情請參閱附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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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 7,092 11,317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換之匯率差異 – (4,520)  

本期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4,52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總全面收益 7,092 6,797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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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2,331 22,63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315,460 318,606
投資物業 14 27,000 27,000
非流動訂金 3,340 1,758
遞延稅項資產 4,534 4,521   

372,665 374,518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05,640 108,20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6 94,174 90,019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3,473 5,101
可收回稅項 131 7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094 55,526   

253,512 259,592  

總資產 626,177 634,110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7 19,896 19,896
其他儲備 18 208,862 208,862
保留盈利
其他 267,427 260,335
擬派股息 – 3,980   

總權益 496,185 49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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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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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36 33,986  

34,336 33,98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9 33,316 32,9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2,933 29,155
衍生金融工具 20 123 1,207
應付稅項 3,235 2,973
信託收據貸款 21 36,049 40,806  

95,656 107,051  

總負債 129,992 141,037  

總權益及總負債 626,177 634,110  

流動資產淨值 157,856 152,5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0,521 52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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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9,896 208,862 264,315 493,073
本期溢利 – – 7,092 7,092    

本期總全面（開支）╱收益 – – 7,092 7,092
已派發二零一四年之末期股息 – – (3,980) (3,98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208,862 267,427 496,185    

相當於：
二零一五年擬派發之中期股息 –
其他 267,42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之保留盈利 26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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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9,896 202,450 253,358 475,704
本期溢利 – – 11,317 11,317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之
損益項目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換之
匯率差異 – (4,520) – (4,520)    

本期總全面（開支）╱收益 – (4,520) 11,317 6,797
已派發二零一三年之末期股息 – – (3,980) (3,98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9,896 197,930 260,695 478,521    

相當於：
二零一四年擬派發之中期股息 3,980
其他 256,71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之保留盈利 26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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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產生的淨現金 10,282 18,834
支付香港及海外利得稅，淨額 (913) (2,058)
銀行貸款利息 (438) (490)  

營運活動產生淨現金 8,931 16,286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144) (2,989)
（增加）╱減少支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1,582) 41
收取利息 100 163
減少短期定期存款 – 6,484  

投資活動（使用）╱產生淨現金 (5,626) 3,699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淨（償還）╱新增信託收據貸款 (4,757) 7,643
向本公司股東支付股息 (3,980) (3,980)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淨現金 (8,737) 3,6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減少）╱增加 (5,432) 23,64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526 50,1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差異 – (168)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094 7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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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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源線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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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3 會計政策

在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除以下提述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致。

本集團已採用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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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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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無新及經修改的準則或詮釋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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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之財務年度尚未生效及未
予提早採用：

年度期間開始或之後
於本集團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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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
攤銷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年度改善計劃
（2012-2014周期）

改善香港會計準則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日後採納以上新及經修訂的準則，預期不會對本集團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概無其他新及經修訂的準則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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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主要經營製造及買賣電線及導線產品業務。

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貨 209,550 23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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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所在地有五個報告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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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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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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54 2,899 234,028 780 2,453 –
中國大陸 31,672 1,723 305,534 3,364 4,834 302 
其他亞洲國家 13,912 488 11,577 – – –
美洲 90,834 5,496 43,321 – – –
歐洲 578 20 183 – – –      

報告分部 209,550 10,626 594,643 4,144 7,287 302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645) 

經營溢利 9,98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分部資料及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經審核的分部資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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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91 6,629 237,143 1,733 1,906 –

中國大陸 40,413 4,805 301,727 1,256 4,154 188

其他亞洲國家 10,740 730 15,708 – – –

美洲 94,983 7,511 47,759 – – –

歐洲 459 31 252 – – –      

報告分部 236,186 19,706 602,589 2,989 6,060 188     

未分配費用，
扣除收入 (3,705) 

經營溢利 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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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部資產與本集團總資產的對賬。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資產 594,643 602,589

投資物業 27,000 27,000

遞延稅項資產 4,534 4,521  

總資產 626,177 6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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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8,3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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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33,276 31,478

客戶B1 32,949 35,444

客戶C2 32,821 35,013

客戶D3 不適用 4 26,373  

99,046 128,308  

1 收益來自美州分部。
2 收益來自美州、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國家分部。
3 收益來自香港及中國大陸分部。
4 相對收益並不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

5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廢料收入 1,226 2,372

利息收入 100 163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291 339

政府資助 – 513

其他客戶收入 1,292 –  

2,909 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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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及折舊：
土地使用權攤銷 302 188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87 6,060

核數師酬金 706 752

原材料使用成本 114,481 134,039

外匯淨虧損 641 20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211 122

投資物業支銷 2 2

衍生金融工具淨（所得）╱虧損 (1,084) 2,8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 4

慢用存貨（撥回）╱撥備 (269) 607

退貨及呆賬撥備 18 22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7） 55,275 53,943  

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酬及額外津貼 51,717 50,638

社會保障成本 3,241 2,927

退休金成本－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63 245

其他 54 133  

55,275 53,943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 43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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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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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888 1,545

海外稅項 1,227 2,023

暫時差異的產生或撥回之遞延稅項 336 626  

2,451 4,194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零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0.02港元）之擬派發中期股息 – 3,980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擬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0.02港元）。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未經審核溢利7,092,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317,000港元）除以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198,958,000股（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198,958,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於報告期結束日沒有具攤薄普通
股，故每股攤薄溢利與其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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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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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 22,633 12,832

土地使用權攤銷 (302) (188)

匯率調整 – (108)  

於期末 22,331 12,536  

本集團分類為香港以外擁有融資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的土地使用權之賬面淨值合共
22,33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12,536,000港元）。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本地
香港
以外 裝修

廠房及
機器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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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17,770 170,252 4,197 11,613 814 4,476 2,933 6,551 318,606

添置 – – – 2,922 – 428 794 – 4,144
出售 – – – – – (3) – – (3)
折舊 (1,812) (2,693) (468) (1,409) (18) (271) (295) (321) (7,287)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15,958 167,559 3,729 13,126 796 4,630 3,432 6,230 315,460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11,814 84,055 5,388 14,363 6,643 14,767 137,030
估值 117,770 170,252 – – – 288,022
累積折舊 (1,812) (2,693) (8,085) (70,929) (4,592) (9,733) (3,211) (8,537) (109,592)         

賬面淨值 115,958 167,559 3,729 13,126 796 4,630 3,432 6,230 31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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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樓宇

本地
香港
以外 裝修

廠房及
機器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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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淨值 115,300 145,787 5,705 13,185 859 4,533 1,848 7,243 294,460

添置 – – – 903 – 366 1,720 – 2,989 
出售 – – – (2) – (2) – – (4)
折舊 (1,268) (1,813) (581) (1,462) (21) (298) (262) (355) (6,060)
匯率調整 – (2,581) (52) (343) (3) (40) (17) – (3,036)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
賬面淨值 114,032 141,393 5,072 12,281 835 4,559 3,289 6,888 288,349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成本 – – 11,874 80,512 5,419 13,767 5,903 14,767 132,242
估值 115,300 143,174 – – – – – – 258,474
累積折舊 (1,268) (1,781) (6,802) (68,231) (4,584) (9,208) (2,614) (7,879) (102,367)         

賬面淨值 114,032 141,393 5,072 12,281 835 4,559 3,289 6,888 288,349          

(a)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土地及樓宇由獨立專業估
值師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之基準或折舊重置成本重估。

(b) 本集團分類為香港擁有融資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的租賃土地之賬面淨值合共
100,31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880,000港元）。

(c) 於二零一五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合共115,9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7,77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已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之抵押。

14 投資物業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及期末 27,000 27,000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原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按公
開市值之基準重估。

本集團分類為香港擁有融資租賃於十至五十年之間的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合共 27,0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以賬面值
27,000,000港元的投資物業作為抵押。



– 16 –

15 存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22,646 22,946
在製品 29,520 30,705
製成品 58,360 59,708  

110,526 113,359
慢用存貨撥備 (4,886) (5,155)  

105,640 108,204  

1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87,078 83,412
四個月至六個月 7,137 6,313
超過六個月 8,136 8,453  

102,351 98,178
退貨及呆賬撥備 (8,177) (8,159)  

94,174 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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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股本

股份數量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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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98,958,000 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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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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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5,885 22,980 169,893 104 208,862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換
之匯率差異 – – – –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22,980 169,893 104 20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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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5,885 29,852 156,609 104 202,450

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之兌換
之匯率差異 – (4,520) – – (4,52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5,885 25,332 156,609 104 197,930     

19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31,180 27,485

四個月至六個月 1,631 4,439

超過六個月 505 986  

33,316 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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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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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207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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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結束日，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運用已報價遠期匯率以貼現現金流方式釐定。

21 借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信託收據貸款 36,049 40,806  

總借款 36,049 40,806  

總借款包括有抵押負債36,0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806,000港元）以本
集團若干的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作抵押。

22 銀行擔保及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約524,709,000港元中，約484,709,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5,4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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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770,000港
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所作之法定抵押；及

(b) 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165,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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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裝修、廠房
及機器、辦公室設備及汽車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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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 878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不可撇銷經營租
賃於日後之最低租賃付款如下：

土地及樓宇及
辦公室設備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8 203
一年後但不多於五年 39 30  

77 233  

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營業額為209,55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36,186,000港元）。未經審核的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 7,09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1,317,000港元）。每股盈利為0.036港元（二零一四年：0.057港元）。

董事會宣佈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每股2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總額為50,094,000港元。本
集團之綜合借貸為36,04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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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5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2,541,000港
元）。流動比率為2.65。本集團之綜合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為94,174,000港元，佔
期內209,550,000港元營業額之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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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

本集團之權益為 496,18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3.7%。負債對資本比率（以負
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約為26.2%。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32,85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0,4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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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之總賬面淨值共142,95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77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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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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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本集團營業額的 56%、7%、33%及4%。

今年首六個月的營業額減少11.2%至209.5百萬港元。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一名
主要客戶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下達的訂單量少於預期所致，因而影響電源線
產品銷售。訂單量減少主要由於該客戶的採購策略有變所致。

本集團繼續維持一定的盈利。毛利率由二零一四上半年的19.3%輕微下跌到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的18.9%。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直接勞工成本、維修及保養開支
及附加稅增加所致。淨溢利由二零一四年上半年4.8%下跌至二零一五年3.4%。
淨溢利下跌主要由於行政開支增加所致。行政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土地及樓
宇公允值上升及營運中國河源巿東源縣新廠房（「新廠房」）的額外開支導致折
舊開支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銅價持續下跌，實在令本集團產品的售價飽
受壓力，亦削弱本集團於定價時的議價能力。此外，中國最低工資水平上升，
令勞工成本及多項勞工相關保險成本水漲船高。為應對目前狀況，本集團重新
審視勞工生產力，並修訂生產獎勵付款的計算基準。另外，本集團聘請工業工
程師以簡化生產程序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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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設有專門團隊維護及改善環境保護及廠房安全規定。本集團的廠房符
合多項質量體系及國際標準，如 ISO 9001及 ISO 14001。本集團緊循業務策略，決
不以削價為競爭手段。本集團注重產品質量，竭盡所能為客戶生產優質產品。

未來展望

新廠房有一幢既有廠房。本集團已於該廠房開展小型試產。本集團亦計劃於相
同地區建設另一個新廠房。審定建築合約的磋商仍在進行。建設成本將由本集
團的內部財務資源及外部銀行借貸撥付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本公司因市況不利而終止配售股份。董事原先計劃將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建設廠房、新投資機會及一般營運資金。有關股份配售
及其終止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及二零一五
年七月六日的公佈。本集團將於市況復甦後考慮再次配售股份。

於當前年度，本集團的業務受到銅價持續下跌困擾。一方面，本集團受惠於物
料成本下跌。然而，另一方面，客戶預期採購價將下跌，因此偏向暫停或延遲下
達訂單。定價成為最主要的競爭力要素。為了兼顧定價的競爭力及產品質素，
本集團選擇提升勞工生產力及簡化生產程序。

短期之內，歸因於營運新廠房的固定成本，本集團將產生較高開支，而新廠房
目前按低於其一般產能水平運作。長期而言，本集團預期於更符合成本效益的
地區運作能帶來生產成本下跌的裨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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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職培訓，本集團亦鼓
勵員工參與校外課程繼續學習。

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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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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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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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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五
年四月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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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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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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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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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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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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