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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本人謹代表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連同

去年之比較數字之經審核財務業績。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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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3  522,851  585,027 
       
銷售成本    (455,665)  (504,144) 
       
毛利    67,186  80,88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9,119)  7,473 
分銷成本    (7,327)  (9,272) 
行政成本    (71,613)  (75,291) 
財務收入    661  444 
財務支出    (1,313)  (1,553) 

       
除稅前(虧損)溢利    (21,525)  2,684 
       

所得稅開支  5  (1,012)  (1,8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6  (22,537)  793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收益    1,598  10,990 

租賃土地及樓宇估值變動產生的遞延稅項    (79)  (2,283) 

項目隨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8,439)  (99) 

       本年度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6,920)  8,6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29,457)  9,401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7  (5.069)  0.181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港仙）  7  (5.062)  0.181 

       
 



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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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6,169  194,197 
預付租賃款項    3,442  3,726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969  5,842 
商譽    1,403  1,403 

           181,983  205,168 

       流動資產       

存貨    72,633  89,60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117,765  117,17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673  17,640 

稅項退款    794  2,325 

持作買賣的權益證券    5,458  - 

短期銀行存款    -  2,52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4,003  96,920 

       
    314,326  326,1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60,759  71,607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0,326  19,921 

合同虧損撥備    442  710 

銀行借貸    46,998  44,476 

稅項負債    5,682  5,381 

       
    134,207  142,095 

       流動資產淨值    180,119  184,0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2,102  389,264 
       
非流動負債       

合同虧損撥備    -  363 
遞延稅項負債    14,781  15,820 
 

    14,781  16,183 

       

淨資產    347,321  373,0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46  439 

股份溢價及儲備    346,875  372,64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47,321  373,081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新應用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

釋）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

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除根據公平值計量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及結構性存款外，此等財務

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了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 
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 

 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應用上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
狀況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客戶合約收入
3
 

租賃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編製合併報表的例外情況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的會計安排
1 

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3
 

香港會計準則第１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納的折舊及攤銷方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結果實的植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
1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變現虧損
2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待決定之年度期間或其後開始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約收入 

 
於 2014 年 7 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為實體建立了一個單一的綜合模
式，以確認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生效時，將取代現
時沿用的收入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設合同」，以及相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核心原則乃一個實體應確認收入以體現向客戶轉讓承
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並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代價。具體
來說，該準則引入五個步驟來確認收入： 

 

• 第1步：確定與一個客戶的合同 

• 第2步：確定合同內的履約義務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配至合同內的履約義務 

• 第5步：當（或於）實體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當（或於）履約義務一經達成，實體即可確認收
入。即：當貨品「控制」或服務指定履約義務已轉移至客戶。規定的指引已加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以處理特別可能出現的情況。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亦要求較廣泛的披露。 

 
 

本公司董事預期，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5 號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產
生重大影響；然而，完成詳細檢閱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5 號對相關影響作出合理
估計並不可行。 

 
除上文披露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
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
庭電器。. 
 
以下為本集團按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子美髮產品    514,355  576,819 

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庭電器    8,496  8,208 
       
    522,851  585,027 

 
 
 
 
 
 



 
 
3. 分類資料 
 
資料呈報給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以便
對單一經營及呈報分部，即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
他小型家庭電器，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分類資產及本集團之負債數額並非經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審查或定期提供給主要
營運決策者，因此，並無呈列分類資產及負債。 
 
 
(a)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歐洲，亞洲，南北美洲，非洲及澳洲的客戶而本集團的業務
活動則主要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 
 
本集團來自按客戶之地理位置劃分之對外客戶收益（並沒有考慮產品之原產地
域），及有關按資產之地理位置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之資料詳列如下： 
 

 

 由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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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258,311  313,282  -  - 

亞洲 191,913  206,364  181,983  205,168 

南北美洲 63,115  53,309  -  - 

非洲 2,470  6,428  -  - 

澳洲 7,042  5,644  -  - 

        
 522,851  585,027  181,983  205,168 

 

 

 

(b) 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年度為本集團總銷售額貢獻 10%或以上之來自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 A    249,309  259,921 

客戶 B    81,249  92,973 

客戶 C    53,115  * 
 

 

*沒有披露於有關時期的銷售收入總額低於 10％。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模具收入  1,517  3,475 

就取消之訂單而收取補償  3,012  4,308 

雜項收入  584  756 

  5,113  8,539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118)  6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認可減值虧損  (10,001)  (78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12)  723 

持作買賣權益證券之公平價值變動淨額  (2,732)  - 

合同虧損淨撥回(撥備)  631  (1,073) 
     
  (14,232)  (1,06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總額  (9,119)  7,473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775  - 

  過往年度撥備(超額)不足:  (313)  26 
     
  1,462  2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50)  1,865 

     

  1,012  1,89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

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概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內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原因為本集

團旗下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或應評稅利潤被

結轉稅務虧損完全抵免。 

 

於相應年度，香港利得稅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的稅率計算。概無於綜合財務報

表內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原因為本集團旗下公司於兩個年度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或

應評稅利潤被結轉稅務虧損完全抵免。 

 

 

 

 

 

 

 

 



 

 

6. 本年(虧損)溢利 

 

本年(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782  70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5  98 

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註)  895  (793) 

董事酬金  14,193  13,062 

其他員工成本     

員工薪酬及津貼  124,012  135,47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450  5,806 

總員工費用  144,655  154,34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54,770  504,937 

 (包括相關製造流程的員工成本)     

有關租賃物業的最低租約付款  1,005  2,102 

 

 

註： 當相關存貨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出售時，沖回存貨撥備。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之(虧損)盈利  

  (本年度可分配給本公司擁有人之(虧損)溢利) (22,537)  793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千股） 444,636  438,926 

普通股攤薄潛在影響–認股權 561  220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千股） 445,197  439,146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計算並未假設本公司購股權
獲行使，因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份的平均市價。 
 

 

 

 



 
8.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支付或宣派末期股息，以及自本
報告期末宣派任何股息 (二零一五年:零)。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15,650  116,948 

減: 呆壞賬之撥備  (51)  (51) 

  115,599  116,897 

應收票據  2,166  28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票據總額  117,765  117,177 

     
     

根據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計算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除呆壞賬

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60 日  81,093  67,272 

61 至 120 日  34,921  46,137 

121 至 365 日  1,598  3,640 

365 日以上  153  128 

  117,765  117,177 

 

本集團授出的信貸期為 14 天至 90 天。對於該等主要客戶而言，准許自發票日期起計最

多至 120 天之信貸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60 日  52,715  62,896 

61 至 120 日  5,863  7,100 

121 至 365 日  1,486  800 

365 日以上  695  811 

       60,759  71,607 

 

採購產品之信貸期一般由 30 日至 120 日之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技術性勞動力短

缺的挑戰。由於全球市場需求仍未復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522,85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585,027,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下跌10.6%。營業額下跌乃是由於來自歐洲及亞洲市

場的需求減少所致，縱使美洲市場需求復甦，惟仍未能抵銷兩者所造成的影響。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電子美髮產品應佔的營業額約為514,355,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576,819,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98.4%（二零一五年：98.6%）。

餘下8,49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8,208,000港元）約佔營業額的1.6%（二零一五年：1.4%）

乃為銷售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庭電器。 

 

年內，本集團錄得毛利67,18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80,883,000港元），毛利率為12.8%

（二零一五年：13.8%）。毛利下跌了1.0%。主要是由於營業額下跌所致，惟原材料價格

漸趨平穩和持續進行的降低成本措施均抵消了部分的下跌。 

 

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確認就某些生產產品銷售予海外客戶之廠房及設備的賬面

值10,001,000港元減值。由於根據管理層估計的毛利率預算及直接經營費用分析，這些客戶

將於近期內持續虧損。因此，本集團須就此賬面值全數減值損失於損益入賬，該項目並無

影響本集團於回顧財政年度的現金流量。 

 

本集團確認持作買賣股本證券公平值之變動所產生的未變現虧損（減除已變現的收益淨額）

約為2,73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零港元）。由於在年內出現的市場波動加劇，以致該等

證券的公平值大幅下跌。因此，本集團須就此公平值下跌於損益入賬。該項目並無影響本

集團於回顧財政年度的現金流量。 

 

除了上述的原因，出售機械設備虧損約為1,000,000港元及於本年度錄得的一般外幣兌換基

礎貨幣累計所產生之匯兌差異虧損約為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稅前虧損為21,52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稅前溢利2,684,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

度下跌902%。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的百分比分別約為1.4%及13.7%，而上一個財

政年度則為1.6%及12.9%。於金額方面，行政開支為71,613,000港元，相比在去年同期

75,291,000港元有4.9％的跌幅。此減少乃由於工資和中國政府徵費的減少所致。 

 

年內虧損增加至22,537,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溢利

793,000港元下跌2,942％。 

 

每股基本（虧損）為(5.069)港仙，較同期的盈利0.181港仙下跌2,901%。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不宣派末

期股息（二零一五年：零）。連同不派付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零），年內沒宣派任

何股息（二零一五年：零）。 

 

 

 

 

 

 

 

 

 

 

 



 

 

 
業務回顧 
 

市場回顧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面臨著來自客戶要求降價所造成的重大壓力。有鑒人民幣於二零一

五年八月貶值3％，客戶相信此將可降低本集團的生產成本而要求產品降價。此外，由於本

公司的大部分客戶均來自歐洲國家，歐元兌換美元的貶值令他們面對相當大的成本壓力，

由於該等客戶向本集團購買的所有商品均需支付美元，故他們亦以此為由要求降價。此外，

我們引進創新產品給北美洲客戶導致北美洲市場有所改善，而其他市場則表現出不同程度

的需求下降。我們相信，來年如無出現進一步的危機及經濟環境持續改善，預期全球經濟

可望有所增長，但相信增長仍然相對緩慢。 

 

於本財政年度，美洲市場的需求呈現顯著的18.4％正面增長，營業額貢獻由去年同期的9.1

％增加至12.1％。來自澳大利亞的營業額貢獻，由上一個財政年度的0.9％微升至本財政年

度的1.3％。惟由於歐洲經濟增長放緩及泰國市場的推廣訂單下降，令集團整體營業額有所

影響。歐洲市場的營業額貢獻亦由去年同期的53.6%減少至本期間內的49.4%。儘管來自亞

洲市場的需求有負7.0％的跌幅，但其下降少於本公司的整體營業額跌幅，營業額貢獻由去

年同期的35.3％微升至36.7％。與此同時，由於來自非洲市場的營業額下降，令營業額貢獻

比去年同期的1.1%下降至本期的0.5%。本集團相信，就地區而言，歐洲及亞洲市場於未來

數年仍將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由於本集團大多數客戶均為全球知名品牌，足證本集團的產品質素卓越。於本財政年度及

上一個財政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83.1%及86.0%。 

 

 

經營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生產基地為中國。本集團與其他內地製造商同樣面臨各種經營挑戰，例如出

口市場復甦放緩，中國國內市場的增長下降，車間操作員工招工困難、以及經營成本及日

常開支上升。東莞的每月法定最低工資自二零一五年五月開始由人民幣1,310元上升至人民

幣1,510元，增長率約為15％。縱然宏觀經濟環境仍存有不確定性的因素，但金屬商品（例

如銅及鉛）的價格轉趨平穩，相信可以紓緩集團的部份成本壓力。儘管本集團的毛利率受

各樣外在因素影響，但難以將所有增加的開支轉嫁給客戶。 

 

中國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依然嚴重，導致勞工成本大幅上升，從而無可避免地加重製造流程

的負擔及營運效率。為應付此問題，本集團其中一項策略是致力把其由勞動密集型經營轉

型成為一間更為資本密集型的企業。為實施此策略性轉型，本集團將會繼續投放更多資源

以升級其製造平台，提高實施自動化生產。就此而言，本集團致力提高生產效率及減少浪

費，以達至降低成本的目標。 

 

本集團當前的目標為監控兩項持續推行的重要措施之成效－包括改善營運效率及在人力資

源和流程方面的投資，從而支持本集團的長期發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104,00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99,444,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為180,11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84,096,000

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維持於2.3（二零一五年：2.3），而淨現金

與權益比率（現金及銀行存款減計息借貸除以權益總額）為16.4%（二零一五年：14.7%）。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合共為160,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50,400,000港元），其中46,99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4,476,000港元）已獲動用。該等借

貸包括銀行貸款信貸11,53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零港元）及貿易融資信貸35,465,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44,476,000港元）。本集團借貸的到期日情況分為於一年內為46,998,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為44,476,000港元）。銀行借貸按介乎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拆

息加2厘至2.5厘（二零一五年：2厘至2.25厘）的利率或最優惠利率減1厘（二零一五年：1

厘）計息。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並累積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求。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五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進行其業務交易。由於

港元仍與美元掛鈎，故於此方面並無重大匯兌風險。為管理人民幣的升值，本集團已成功

於中國內地增加其收益以持續對沖人民幣收款及人民幣付款。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信貸均

以港元計值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僱用42名僱員（二零一五年：49名）及工人總數

約1,573名（二零一五年：1,808名），當中包括其所有於中國的職員及工人。本集團的薪酬政

策建基於公平原則，以獎勵為基礎（如適用）、以表現為主且向僱員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

酬組合。薪酬組合一般會定期檢討。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與表現掛鈎

的花紅、強積金供款及醫療保險。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前景 

 

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將存在多項重大挑戰，包括不斷上升的最低工資、國內

勞動力持續短缺、國家稅費和收費的攀升、生產成本持續上漲、消費類電子產品

生命週期縮短、以及資本市場動盪及貨幣匯率的波動。同時，由於銷售訂單數目

難以預視，亦令資源規劃方面增添困難。 

 

縱然面對 ODM 製造業預期不利的宏觀經濟環境，本集團擬繼續增強其研發能

力、加強產品多元化、自動化製造流程，且亦進一步投放更多資源開發高利潤率

的創新產品。 

 

作為全球美髮產品的主要製造商之一，本集團將繼續堅守其策略方向，以加強其

作為全球領先品牌擁有者的主要 ODM 供應商之地位。本集團於先進及創新產品

設計及開發方面的優勢將推動本集團於未來數年的銷售增長。此外，本集團持續

強勁的研發能力為其提供穩固的平台，隨著全球經濟於未來復甦時，此優勢將助

本集團把握機會，在正處於整合的美髮製造商行業繼續擴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的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一直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

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管守則」）中的適用守則條文，惟與企管守則第

A.2.1 條有所偏離之處除外。本企業管治報告載有對本公司遵照適用的企管守則條

文的詳細常規解釋及就偏離行為的考慮因由。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

出任。林偉明先生目前擔任主席一職，同時被視作為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主

席及行政總裁由同一人擔任能穩健及一致地領導本集團發展及執行長遠的業務

策略及發展計劃。董事會相信已充分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於

本年度內符合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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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監管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程序。經本公司作出查詢

後，本公司全體董事（「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中所載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風險管理和

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非由本公

司前任或現任核數師所僱用，與彼等亦無聯繫。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

八月九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於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將有權出席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的過戶表

格，須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的

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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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全部資料之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度報告，將於二零

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或以前寄發給本公司股東並且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kenford.com.hk)刊登。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於過去一年的勤奮盡職致以衷心謝意。本

人亦謹此感謝我們的股東對本集團的信任、遍佈全球的客戶對我們的產品及服務

的信賴及支持，以及往來銀行和業務夥伴對我們始終如一的支持。 

 

 

承董事會命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明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林偉明先生（主席）及譚治生先生（董事總

經理），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帆華先生、蔡漢強先生及李智聰先生組成。 

 

網址: www.kenford.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