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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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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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East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日 東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5）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726,975 838,203

銷售成本  (628,705) (731,685)
   

毛利  98,270 106,5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8,271 28,6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46,276) (63,540)

行政開支  (59,007) (55,777)

其他開支  (13,091) (6,886)

財務費用 5 (7,036) (4,59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 (8,869) 4,321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433 (1,7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8,436)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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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期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估持作自用物業的盈餘  2,058 4,491

重估盈餘的相關遞延稅項  (314) 4,015

期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收益  (17,180) 10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5,436) 8,6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3,872) 11,1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0.82)港仙 0.25港仙
   （經重列）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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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892 167,349
預付土地租金  10,275 11,181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776 –
   

  163,943 178,530

流動資產
存貨  112,717 166,26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338,329 373,6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867 47,533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3,107 –
衍生金融工具  183 –
儲稅券  3,600 3,600
應退稅項  191 191
已抵押和受限制存款  14,680 2,934
現金及銀行存款  71,905 51,700
   

  590,579 645,8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66,194 178,6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0,633 150,769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143,219 105,447
融資租賃負債  98 93
應付稅項  31,871 33,263
   

  422,015 468,184
   

流動資產淨值  168,564 177,6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2,507 356,19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負債  164 262
遞延稅項負債  13,163 12,881
   

  13,327 13,143
   

資產淨值  319,180 343,05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500 52,500
儲備  266,680 290,552
   

權益總額  319,180 34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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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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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2. 採納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對報告年度首次生效並且與本集團有關的所有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
納此等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到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於本業績公佈日期，若干新訂立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亦未由本集團提前採納。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有關規定生效日期後之首個期間在會計政策中採納所有有關規定。董事現正評估首次應
用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董事作出之初步結論為首次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
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有關預期對本集團會計政策產生影響之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資料提供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二零一四年）財務工具

此項準則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引進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及
計量之新要求。按業務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債務工具（業務模式測試）以及具產生現金流之合約
條款且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工具（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倘該實體業
務模式之目的為持有及收取合約現金流以及出售財務資產，則符合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之債務工具按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實體可於最初確認時作出不可撤
銷之選擇，以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並非持作買賣之股本工具。所有其他債務及股本
工具按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就並非按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之所有財務資產納入新的預期虧損減值
模式（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已產生虧損模式）以及新的一般對沖會計規定，以讓實體於財務報表內更好
地反映其風險管理活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項下財務負債之確認、分類及計量規定，惟指定透過損益表按
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負債除外，而負債信貸風險變動引致之公平價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非會產
生或擴大會計錯配則作別論。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終止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
負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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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此項準則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此項新準則確立一套單獨的收益確認框架。該框
架的核心原則為實體應確認收益以用金額描述轉讓承諾商品或服務予客戶，該金額反映預期該實體有權就交換
該等商品及服務所收取的代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將取代現行收益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
「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 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要求以五個步驟確認收益：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的合約

第二步：識別合約中的履約責任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

第四步：將交易價分配至各履約責任

第五步：於各履約責任完成時確認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包含與特定收益相關課題的特定指引，該等指引或會更改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現時
應用之方法。該準則亦顯著提升與收益相關的質化與量化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

就承租人而言，根據現有標準，租賃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因而導致不同會計處理方式。融資租賃須
於「資產負債表以內」（即租賃資產及相關負債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入賬；而經營租賃須予「資產負債表以外」入
賬，租賃期內並無資產或負債予以確認，而租賃開支乃以直綫法基準確認。根據新標準，所有租賃（若干短期租
賃及低值資產的租賃除外）均須按「資產負債表以內」的會計處理方式。財務狀況表將按其現有經營租賃有關的權
利及責任將予「上升」。此外，經營租賃開支的確認將由現有直線法模型變更為「前收式」模型，乃由於根據新標
準的融資租賃（即於租賃期內的初始期間，租賃開支（資產折舊加利息））較根據現有標準的經營租賃開支為高。

就出租人而言，會計方法幾乎相同。然而，香港會計師公會更新租賃、分租及合併及分拆租約釋義的指引，出
租人亦將受新標準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會計年度生效。本公司董事預期將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6號將對呈列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金額產生影響。然而，在本集團作詳細審閱前，我們不能合理估計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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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確認了本集團兩條產品線為可呈報分類：

(i)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 設計、製造和銷售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ii) 品牌生產設備 – 品牌生產設備的貿易及分銷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品牌生產設備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售予集團外客戶 384,060 416,103 342,915 422,100 726,975 838,203

其他收益－外部 9,938 11,829 7,996 13,463 17,934 25,292
      

可呈報分類收入 393,998 427,932 350,911 435,563 744,909 863,495
      

可呈報分類業績 18,649 12,149 (6,855) 5,085 11,794 17,234
      

折舊及攤銷 10,483 10,606 – – 10,483 10,60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虧損 45 8 – – 45 8

壞賬撇銷 87 97 – – 87 9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1,373 6,749 – – 1,373 6,749

回撥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785) (788) – – (785) (78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40 – – – 40

可呈報分類資產 500,186 529,795 154,305 226,668 654,491 756,463

資本性支出 876 9,837 – – 876 9,837

可呈報分類負債 196,256 273,528 47,434 54,043 243,690 32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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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經營分部呈列的總額與財務報表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業績 11,794 17,234

租賃收入 12 17

利息及其他公司收入 325 3,291

公司開支 (13,964) (11,627)

財務費用 (7,036) (4,59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869) 4,321
  

分類資產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500,186 529,795

品牌生產設備 154,305 226,668
  

 654,491 756,463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4,883 –

衍生金融工具 183 –

儲稅券 3,600 3,600

應退稅項 191 191

已抵押和受限制存款 14,680 2,934

現金及銀行存款 71,905 51,700

其他公司資產 4,589 9,491
  

總資產 754,522 824,379
  

分類負債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196,256 273,528

品牌生產設備 47,434 54,043
  

 243,690 327,571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3,219 105,447

融資租賃負債 262 355

遞延稅項負債 13,163 12,881

其他公司負債 35,008 35,073
  

總負債 435,342 48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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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源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分類資產按以下地區分類：

  非流動資產
 源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不包括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營業地點） 703,957 804,221 136,698 152,269

香港 7,202 9,242 25,469 26,261

歐洲（主要為西班牙） 10,301 13,000 – –

其他地區（主要為日本） 5,515 11,740 – –
    

 726,975 838,203 162,167 178,530
    

客戶地區位置根據交付產品所在位置而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則基於資產之實際位置。本公司為一家投資
控股公司，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擁有其大部分業務及員工，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的披露規
定，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為中國內地。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於本年度內來自其主要活動，按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計算之收入。

收入、 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銷售貨品 726,975 838,203
  

其他收入：
租賃收入 12 17

銀行利息收入 325 2,97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353 2,260

政府補助 * 9,881 16,827

銷售廢料 1,850 2,516

其他應付款折讓收益 – 1,740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203 –

應付佣金過度預提 3,906 –

其他 1,741 1,949
  

 18,271 28,280

收益：
匯兌收益，淨額 – 3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8,271 28,600
  

* 從中國政府收取的不用退回政府補貼及用於補貼本集團進行及推出有關研發活動、開發高科技操作系統及輸
入高科技設備的項目。並沒有與該等補貼有關的未履行條件或或然情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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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7,022 4,587

融資租賃利息支出 14 7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負債利息總額 7,036 4,594
  

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已售存貨成本 491,757 570,625

 －包括回撥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785) (788)

折舊
 －自有資產 10,106 10,279

 －租賃資產 90 3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131 1,103

研發成本 6,299 6,128

租賃土地及樓宇根據營運租約之最低租金 3,304 2,6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5 8

核數師酬金 990 950

匯兌損失╱（收益）淨額 10,349 (320)

僱員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酬 118,624 130,687

 －定額福利計劃供款 9,794 8,913
  

 128,418 139,60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87 29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1,373 6,749

壞賬撇銷 87 97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40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本年度稅收 1,257 1,81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658) –
  

 (401) 1,810

遞延稅項 (32) (24)
  

所得稅（抵免）╱開支 (433)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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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於香港之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其他
地區之應課稅項已按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準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年內，外資企業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一直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5%之稅率計算，惟日東電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及
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除外，該等公司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三個年度（含二零一四年度）內作
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而獲授一項優惠，只須按稅 15%之稅率繳稅。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8,43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溢利約 2,535,000港元）
及就於報告日期後但於刊發該等財務報表前完成之配售新股之分紅元素進行調整後之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
1,023,750,000股（二零一五年：1,023,750,000股，經重列）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追溯計及以上配售新股之影響，猶如
該等事項自比較期間開始以來已進行。

由於年內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無呈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
（虧損）╱盈利。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賖賬期（各賖賬期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一般為30日至180日（二零一五年：30日至180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呈報日依據收入確認日期及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85,150 148,552

91至 120日 16,368 33,903

121至 180日 34,152 34,988

181至 360日 74,823 73,439

360日以上 127,836 82,746
  

 338,329 373,628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呈報日依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89,198 166,744

91至 120日 23,266 2,686

120日以上 53,730 9,182
  

 166,194 178,6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為免息及一般須於 90至 270日內支付 (二零一五年︰90至 18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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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部份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抵押銀行貸款（附註 (i)） 127,093 78,639

 –銀行承兌匯票貼現融資（附註 (ii)） 16,126 20,493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無抵押銀行貸款 – 6,315
  

 143,219 105,447
  

附註：

(i) 該等抵押銀行貸款是以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預付土地租金，應收貿易賬款，200,000美元（相當於
1,551,000港元）之已抵押存款及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二零一五年：以集團之租賃土地
及樓宇，預付土地租金及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ii) 銀行承兌匯票貼現融資即代理交易所得的融資金額，有關融資金額並不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終止確認
的規定。相關金融資產已計入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有銀行及其他借款均會在一年內償還。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按攤銷成本列賬。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及其他借款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約為 2,556,000美元及 103,531,000人民幣（二
零一五年：1,998,000美元及 71,227,000人民幣）。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本年度之實際年利率介乎百份之3.83至百份之7.09（二零一五年：百份之1.73至百份之19.20）。

12.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度中，沒有股息被支付或提出，也沒有於報告期後被提出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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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於呈報日，本集團有如下未履行承擔：

(a) 營運租賃承擔－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營運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室或員工宿舍。該等資產之租賃年限經協商為一至三年（二零一五
年：一至三年）。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營運租賃於未來應付以下年期到期之最低總租金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673 1,31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334 92
  

 3,007 1,405
  

(b)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 – 100
  

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因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法律申索而承擔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一家子公司與其中一名顧客遇到了產品質量的糾紛。於二零
一五年八月九日，承包商對該子公司提起訴訟，要求就產品質量糾紛作出合共 8,500,000人民幣（相當於約
10,130,000港元）的賠償。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申索已經被作出撥備 1,000,000人民幣（相當於約 1,192,000港元）。因管理層已根
據本集團外部法律意見釐定，該等申索不大可能會導致經濟利益流失超過本集團所作的撥備。管理層相信任何
因此產生的負債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根據相關法院之裁決，該附屬公司之銀行現金合共 8,500,000人民幣（相當於約 10,130,000港元）應予以凍結或扣
押。

除存在上述或有事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其他重大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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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本年度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9,633 10,219

離職後福利 132 148
  

 9,765 10,367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未包括董事之 4位（二零一五年：5位）高級管理成員的酬金於無
至 1,000,000港元中呈列。

16. 呈報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以認購價每股 0.4港元發行 930,000,000普通股及本金金額 148,000,000港
元之可轉換債券，其可以每股 0.4港元之轉換價轉換至 370,000,000 普通股。本公司已收取所得款項總額合共
520,000,000港元。

有關認購新股和可轉換債券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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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品牌生產設備業務

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貼片機器及半導電體過去半年的需求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隨著廣
東深圳推出資助研發計劃，鼓勵企業作資本投資以升級設備及機器，我們相信此舉將推動整體市
場的需求。此外，本集團在研發新產品方面有所突破，尤其在選擇性波峰焊和絲印機的功能改進
和新機種的推出都有突出的表現，相信在未來的時間它們能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

貼片及焊接相關設備的銷售額約 491,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590,900,000港元下降約百份之
16.8。毛利率為百份之 13.2，比上年的百份之 12.7上升百份之 0.5。

OEM產業

隨著國內工人人工、材料價格等的生產成本上升，導致OEM產業的利潤收窄。與上年同期比較，
銷售額由約 61,000,000港元下降至約 44,900,000港元。

自動化及物流業務

承着上年度的好勢頭，在過去十二個月自動化及物流業務的銷售額依然維持火熱狀態。與去年同
期比較，銷售額由約 186,500,000港元上升至約 190,200,000港元，上升約百份之 2.0。毛利率則維
持在約百份之 13.2。正如之前所料，國內企業為減少對勞動力依賴，加大對自動化、智能化的投
入，因而自動化及物流業務得到較好的發展。

展望

集團將繼續致力於發展貼片機與自動化及物流業務，通過差異化競爭策略，參與市場競爭，並嚴
格控制經營成本，保持合理的利潤區間。集團還將在高性能電機、視覺系統、IMS系統等高科技
領域進行研發投入，提升產品的精度和智慧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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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毛利

本年度集團錄得收入約 727,000,000港元，同比上年約 838,200,000港元下降約 111,200,000港元，
約百份之 13.3。銷售下降源於貼片機市場激烈競爭，銷售價下調和數期延長對銷售形成較大下行
壓力。其他業務方面，雖然集團以薄利多銷策略，針對大訂單客戶放長賬齡，但在激烈的競爭環
境下，業務亦受到影響。

於回顧年內，毛利率約為百份之 13.5，與上年同期約百份之 12.7比較，微升了約百份之 0.8。毛利
改善主要得益於生產成本控制和較佳貼片機生產線機種銷售組合。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年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為約 18,300,000港元，期內有約 3,900,000港元為回撥應付佣
金過度預提，有約 1,900,000港元的出售廢料收益及有約 9,900,000港元的政府補助。

銷售及分銷成本

年內，集團錄得銷售及分銷成本為約 46,300,000港元，其佔銷售收入的百份比為 6.4。而去年同
期，該費用佔銷售收入的百份比為 7.6。該百份比的下降原因主要是較佳銷售費用控制。

行政開支

本集團管理層已采取多種方式控制其行政開支，包括通過部門成本預算及審視人力資源架構從
而提高效率。於過去一年，行政開支約 59,000,000港元，同比上年約 55,800,000港元，上升約
3,20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發行新股有關法律服務費用增加所致。

其它開支

年內其它支出約為13,100,000港元，同比上年約6,900,000港元，增加約6,200,000港元，由於人民
幣對美金匯率下降，年內集團匯率虧損約 10,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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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於回顧年內，財務費用約為 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約 4,600,000港元，增加約 2,400,000港
元。主要原因是年內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有所增加所致。

期內（虧損）╱溢利

基於以上所述，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8,400,000港元，同比上年溢利約2,500,000港元減
少約 10,900,000港元。回顧年內淨虧損率約為百份之 1.2，同比上年淨利潤率則約百份之 0.3。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下表列示本集團於各期間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期內本集團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比率百份之
1.2，同比 2015年度則為百份之 2.3。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8,436) 2,535

財務費用 7,036 4,594

所得稅（抵免）╱開支 (433) 1,786

折舊及攤銷 10,483 10,606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8,650 19,521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產負債比率

在過去一年，集團的財政政策並無重大改變。唯隨著自動化及物流事業部所接的項目越來越多，
所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大，因此資金水平有下降勢頭。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
自銀行獲得充裕現金及銀行融資，可滿足日常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維持在約
168,600,000港元之高水平，而流動資產比率維持在 1.4倍之穩健水平。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
益的比率計算，計算全部銀行及其他借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唯不計入約 16,100,000港元銀行承兌匯
票貼現）。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為 39.9%（二零一五年：24.8%，不計入用以對沖的已抵押貸款及銀行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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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管理

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 71,900,000港元的
現金及銀行存款，相較年初的約51,700,000港元上升了約20,200,000港元。與此同時，年內本集團
向銀行借入約 127,100,000港元貸款（唯不計入約 16,100,000港元銀行承兌匯票貼現）。本集團平均
存貨周轉日數約為80日（二零一五年：71日）。本集團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約為178日（二零一五
年：139日）。本集團平均應付賬款周轉日數約為 100日（二零一五年：84日）。本集團相信，現金
狀況將進一步改善並持續密切控制營運資金管理。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期內資本開支總額約為900,000港元，其中約200,000港元用於購買機械設備，約500,000港元用於
購置傢俬、裝置及租賃物業裝修，以及約 200,000港元用於購置汽車。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包括本集團之履行擔保函、進出口信貸、信用
證、跟單信用證、信託收據及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於報告日賬面淨值總額為約 111,800,000港元的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的第一法定押記；
（二零一五年︰105,000,000港元）；

(ii) 預付土地租金約 8,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8,100,000港元）；

(iii) 銀行已抵押存款約 4,6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900,000港元）；

(iv) 應收貿易賬款約 264,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無）；及

(v) 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聘用約 1,027名全職僱員，而香港辦事處則聘用
約 15人。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發放酬金予其僱員。於中國，本集團根據現行勞工法向僱員提供員
工福利及花紅。於香港，本集團提供退休金計劃及與表現掛鈎花紅等員工福利。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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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之重要性，確信傑出之董事會、良好之內部監控、向全體股
東負責乃企業管治原則之核心要素。本公司致力確保其業務遵守有關規則及規例，以及符合適用
守則及標準。本公司采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會定期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除下文所披露之若干偏離
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守則。除下列所述的A.4.1條文及
A.6.7條文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A.4.1，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之
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遵守本公司細則之規定輪席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適當措施，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條文所規定者相若。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本公司所有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然而，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公務未
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舉行之週年股東大會。為確保日後遵守守則，本公司已安排及將
繼續安排向全體董事提供所有股東會議之適用資料，並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審慎地安排時間表以
確定所有董事能夠出席股東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的規定成立，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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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
等已於本年度遵照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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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證券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足夠公
眾持股量。

刊載終期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 (www.hkex . com.hk )及本公司網頁
(www.suneasthk.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
部資料，稍後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發於上述網站。

謹慎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集團就其商機及業務前景之目標及展望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並不構
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
所述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
政策之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全體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齊聯先生（主席） 施德華先生
夏源先生 徐揚生教授
畢天富先生 李萬壽先生
畢天慶先生
梁暢先生
梁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齊聯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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