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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董事會謹公佈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及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445,870  1,620,364 

銷售成本   (1,174,219)  (1,262,456) 

  ───────────  ─────────── 

毛利   271,651  357,908 

其他虧損—淨額  3 (7,673)  (4,038) 

銷售及分銷費用   (87,533)  (87,274) 

一般及行政開支   (155,823)  (164,718) 

  ───────────  ─────────── 

經營溢利  4 20,622  101,878 

 

*僅供識別  

http://www.hkstarlite.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tarlite


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350  356 

融資成本   (7,579)  (9,603) 

  ───────────  ────────── 

融資成本—淨額  5 (7,229)  (9,247) 

  -------------------  ------------------ 

除稅前溢利   13,393  92,631 

所得稅開支  6 (22,577)  (24,519)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9,184)  68,112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以港仙呈列 )  7    

－  基本   (1.75)  12.97 

  ══════════  ══════════ 

－  攤薄   (1.75)  12.97 

  ═══════════  ══════════ 

股息  8   5,251  13,128 

  ═══════════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9,184) 68,112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價值增加  280 135 

滙兌差異  (23,904) (10,106) 

  ────── ──────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已除稅  (23,624) (9,971) 

  ----------- -----------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2,808) 58,141 

  ══════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附註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1,346 23,207 

物業、  廠房及設備   336,360 365,471 

非流動資產之預付款   6,825 3,92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620 3,96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0,636 10,356 

  ──────── ──────── 

  380,787 406,922 
  ------------  ------------  

流動資產     

存貨   118,107 112,840 

貿易應收賬款  9 244,125 218,254 

預付款項及按金   26,905 25,421 

可收回所得稅   4,150 1,814 

由存款日起計算超過 3 個月到期之
銀行存款   

 

14,106 

 

14,496 

現金及現金等值   250,334 311,571 
  ──────── ──────── 

  657,727 684,396 
  ------------  ------------  
總資產   1,038,514 1,091,318 
  ════════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514 52,514 

儲備  11 491,383 537,319 

  ──────── ──────── 

權益總額   543,897 589,833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   72,457 35,469 

遞延收入   1,249 1,547 

遞延所得稅負債   6,264 1,714 

  ──────── ──────── 

  79,970 38,730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131,338 137,760 

即期所得稅負債   23,095 23,886 

融資   113,466 175,15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   146,540 125,735 

遞延收入   208 221 

  ──────── ──────── 

  414,647 462,755 

  ──────── ──────── 

負債總額   494,617 501,485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38,514 1,091,318 
  ════════ ════════ 



    
 

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的披露要求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

就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以公允價值列值）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主要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採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時，亦須作出判斷。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起財政年度已首次採納下列新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披露方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38 號（修訂本）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41 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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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綜合入帳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4 號  監管遞延賬戶 

2014 週期年度改進  改進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此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當前期間或任何過往期間均沒有任何影響，及不大可能影

響將來期間。 



 
1.  編製基準（續）  

 

(b) 仍未生效之新準則及修訂本 

 

多項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及詮釋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起的年度期間已生效，但於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未有採用。 

 

  年度期間開始或 

以後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披露方案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所得稅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之分類及計量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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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出繳 

 

有待釐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準則及現行準則的修訂的影響，但到目前為止本集團仍未

確定其對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構成重大影響。 



 

2.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乃一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印刷及製造包裝材料、標籤、及紙類製

品，包括環保紙類產品。 

 

(a) 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包裝材料、標籤、及紙類製品，  

包括環保紙類產品  1,423,005 1,595,685 

 其他  22,865 24,679 

  ──────── ──────── 

  1,445,870 1,620,364 

  ════════ ════════ 

 

(b) 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席∕首席執行長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經營分部以

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內部呈報一致的形式呈報。 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本集團

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匯報經營分部的業績。 

 

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業務應按地區劃分，即按主要廠房的所在地決定，包括華南、

華東及東南亞，及根據收入、經營溢利∕（虧損）、年內溢利∕（虧損）、資本開支、

資產及負債評估各分部的表現。 



 
 
2.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i)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1,151,991 295,045 151,614 1,598,650 

 分部間收入 (9,389) (143,391) - (152,780) 

  ─────── ─────── ─────── ────────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142,602 151,654 151,614 1,445,870 

  ═══════ ═══════ ═══════ ════════ 

 經營溢利∕（虧損）  31,132 (20,340) 9,830 20,622 

      

 融資收入  146 154 50 350 

 融資成本  (5,923) (1,257) (399) (7,579) 

 所得稅開支  (20,688) - (1,889) (22,577) 

  ─────── ─────── ─────── ──────── 

 年內溢利∕（虧損）  4,667 (21,443) 7,592 (9,184)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50,105 6,840 2,408 59,353 

 折舊及攤銷 35,313 12,223 7,333 54,869 

 資本開支 51,468 8,381 2,408 62,25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撥備 - 10,000 - 10,000 

  ═══════ ═══════ ═══════ ════════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1,245,689 365,059 158,609 1,769,357 

 分部間收入 (1,518) (147,374) (101) (148,993) 

  ─────── ─────── ─────── ────────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1,244,171 217,685 158,508 1,620,364 

  ═══════ ═══════ ═══════ ════════ 

 經營溢利  68,618 19,036 14,224 101,878 

      

 融資收入  128 182 46 356 

 融資成本  (7,253) (1,591) (759) (9,603) 

 所得稅 (開支 )  /  減免  (17,581) (9,107) 2,169 (24,519) 

  ─────── ─────── ─────── ──────── 

 年內溢利 43,912 8,520 15,680 68,112 

  ═══════ ═══════ ═══════ ════════ 

 其他資料 :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22,052 5,511 2,477 30,040 

 折舊及攤銷 36,656 18,450 7,055 62,161 

 資本開支 23,671 7,100 2,002 32,773 

  ═══════ ═══════ ═══════ ════════ 

 



 

 

2.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ii)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707,140 159,628 171,746 1,038,514 

  ═══════ ═══════ ═══════ ═══════ 

      

 分部負債  386,571 75,688 32,358 494,617 

  ═══════ ═══════ ═══════ ═══════ 
 
 
 

  華南 華東 東南亞 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683,483 237,614 170,221 1,091,318 

  ═══════ ═══════ ═══════ ═══════ 

      

 分部負債  376,955 86,121 38,409 501,485 

  ═══════ ═══════ ═══════ ═══════ 
 



 
 

3.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10,000) - 

 淨額滙兌收益∕（虧損）  1,374 (6,0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569) (2,354) 

 其他  5,522 4,398 

  ────── ────── 

  (7,673) (4,038) 

  ══════ ══════ 

 
4. 經營溢利  

 

年內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  467,348 499,435 

 土地使用權攤銷  711 74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4,158 61,417 

 應收賬款减值撥備回撥  (3,119) (1,722) 

 存貨減值撥備  933 8,581 

  ═══════ ═══════ 

 



 
 
5. 融資成本  －  淨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銀行融資利息支出  7,579 9,471 

 財務契約利息  - 132 

  ────── ────── 

  7,579 9,603 

  ----------- -----------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50) (356) 

  ----------- ----------- 

  7,229 9,247 

  ══════ ══════ 

 
 
6.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為止。本公司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

各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國際業務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維

爾京群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 16.5%（二零一六年：16.5%）按香港經營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

算撥備。 

 

在中國成立及經營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須按 25%（二零一六年：25%）稅率繳納中國內

地企業所得稅。 



 

 
6. 所得稅開支（續）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成立之附屬公司分別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 17%（二零一六年：

17%）及馬來西亞企業所得稅稅率 24%（二零一六年：24%）撥備。 

 

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的稅項包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  香港利得稅   6,004 9,040 

 －  中國企業所得稅  8,874 14,708 

 －  海外企業所得稅  261 97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24 1,733 

 預提稅  4,550 - 

  ────── ────── 

  20,013 26,455 

 遞延所得稅  2,564 (1,936) 

  ────── ────── 

 所得稅開支 22,577 24,519 

  ══════ ══════ 

 



 

7.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溢

利除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千港元 )  (9,184) 68,112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千股 )  525,135 525,135 

 -----------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港仙 )  (1.75) 12.97 

 ══════ ══════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就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獲轉換後， 經調整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因並無可攤薄

的潛在股份。 

 

8.  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仙 (二零一六年：港幣 1仙 )  5,251 5,251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無 (二零一六年：港幣 1仙 )  -  5,251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港幣：無 (二零一六年：港幣 0.5仙 )  -  2,626 

 ─────── ─────── 

 5,251  13,128 

 ═══════ ═══════ 
 



 
 
9.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顧客信貸期限一般為 30 天至 120 天不等。貿易應收賬款賬齡（按

發票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 至 90 天  199,580 186,786 

 91 至 180 天  34,708 24,141 

 181 至 365 天  5,926 6,671 

 超過 365 天  12,210 13,264 

  ─────── ─────── 

  252,424 230,862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8,299) (12,608) 

  ─────── ─────── 

  244,125 218,254 

  ═══════ ═══════ 

 
10.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  

 

貿易應付賬款及票據賬齡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 至 90 天  117,185 115,164 

 91 至 180 天  6,844 13,716 

 181 至 365 天  365 728 

 超過 365 天  6,944 8,152 

  ─────── ─────── 

  131,338 137,760 

  ═══════ ═══════ 



 

11. 儲備  
 
 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投資儲備 滙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 1,417 60,219 293,205 484,429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  - - - - - 68,112 68,112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允價值增加 - - - 135 - - 135 

 —滙兌差異  - - - - (10,106) - (10,106) 

  ─────── ─────── ─────── ─────── ─────── ───────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35 (10,106) 68,112 58,141 

  ------------- ------------- ------------- ------------- ------------- ------------- ------------- 

 擁有人以擁有人身份 

的交易        

 已付股息 - - - - - (5,251) (5,251) 

  ─────── ─────── ─────── ─────── ─────── ─────── ─────── 

  - - - 135 (10,106) 62,861 52,890 

  ─────── ─────── ─────── ─────── ─────── ─────── ───────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7,796 1,792 - 1,552 50,113 356,066 537,319 

  ═══════ ═══════ ═══════ ═══════ ═══════ ═══════ ═══════ 

 代表：        

 —擬派股息 - - - - - 7,877 7,877 

 —其他 127,796 1,792 - 1,552 50,113 348,189 529,442 

  ─────── ─────── ─────── ─────── ─────── ─────── ───────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7,796 1,792 - 1,552 50,113 356,066 537,319 

  ═══════ ═══════ ═══════ ═══════ ═══════ ═══════ ═══════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27,796 1,792 - 1,552 50,113 356,066 537,319 

  
       

 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  - - - - - (9,184) (9,18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允價值增加 - - - 280 - - 280 

 —滙兌差異  - - - - (23,904) - (23,904) 

  ─────── ─────── ─────── ─────── ─────── ───────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280 (23,904) (9,184) (32,808) 

  ------------- ------------- ------------- ------------- ------------- ------------- ------------- 

 擁有人以擁有人身份 

的交易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12,160 - - (12,160) - 

 已付股息 - - - - - (13,128) (13,128) 

  ─────── ─────── ─────── ─────── ─────── ─────── ─────── 

  - - 12,160 280 (23,904) (34,472) (45,936) 

  ─────── ─────── ─────── ─────── ─────── ─────── ───────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7,796 1,792 12,160 1,832 26,209 321,594 491,383 

  ═══════ ═══════ ═══════ ═══════ ═══════ ═══════ ═══════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九百萬港元虧損，去年度則錄得擁有人應佔

溢利六千八百萬港元。營業額約為十四億四千六百萬港元，較去年度減少百分之十一。 

 

集團年內表現未如理想，主要因為：（i）市場氣氛轉弱，包裝印刷業務競爭加劇，主要客戶

減少訂單及壓價；（ii）集團華東業務管理層因人事變動而重組，營運效率受到衝擊；（iii）

集團為蘇州廠作出設備減值撥備；(iv) 紙價上漲影響集團的邊際利潤。 

 

集團銷往美國及亞洲市場的貨額減少。除紙類製品及賀卡外，各類主要產品銷量均下降。此

外，鑑於零售市道疲弱，客戶態度加倍審慎，集團的訂單價格因而走軟。 

 

業務方面，華東業務管理層因人事變動而重組，對蘇州廠營運效益及銷售成績帶來重大影響。

然而，隨著新管理團隊積極強化，華東業務虧損額較上半年度收窄。 

 

儘管銷售成績未如理想，但在拓展收入來源方面取得進展。年內，集團創新設計的環保產品

品牌 Team Green，專責拓展自創產品（ODM）及自家品牌（OBM）業務，成功擴大產品系

列及分銷網絡。 

 

內部方面，集團全面實施精益管理，掌握中國政府推動「中國製造 2025」帶來的機遇。同時，

集團加強企業資源計劃（ERP）及製造執行系統（MES），邁向工業 4.0（第四次工業革命）

目標，並加強風險管理、資本投資和客戶信貸監控。詳情載於「業務概況及前瞻」。 

 

股息 

 

為保留資源以供集團發展之用，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每股港幣一仙，另派特別股息每股港幣零點五仙）。截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仙（二零一六年：每股港幣一仙）。 



 

業務概況及前瞻 

香港／中國內地業務 

概覽 

 

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各地主要市場的零售銷售普遍惡化，消費物價進一步下滑。在此情況下，

各行業的客戶在訂單數量和價格方面加倍謹慎，印刷包裝行業競爭更趨激烈。因此，儘管集

團著力維持市場份額和盈利，但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仍難免下降，

並錄得擁有人應佔虧損。 

 

另一項因素是集團蘇州廠管理層因人事變動而重組，並同時於二零一六年六月起以高單位數

調升最低工資，導致華東業務銷售下跌，營運效率下降，生產成本上升，影響集團在年內的

表現。隨著新管理團隊積極強化，華東業務在下半年度有所改善，但全年計仍然錄得顯著虧

損。 

 

此外，年內紙價上漲，加上訂單價格走軟，導致集團的邊際利潤率下降。 

 

面對重重挑戰，集團採取措施致力提升銷售和盈利。內部方面，集團加強企業資源計劃（ERP）

及製造執行系統（MES），進一步整合集團的製造、採購、銷售和財務職能；深化精兵簡政，

加強智能自動化及價值流系統，積極提升各附屬公司的營運效益，減少浪費。同時維持審慎

理財策略，加強現金流、資本投資和客戶信貸監控。 

 

集團創新設計的環保產品品牌 Team Green，專責拓展自創產品（ODM）及自家品牌（OBM）

業務，年內除擴大產品系列外，並積極擴展分銷網絡，進一步擴闊在日本、香港、亞細安、

中國、歐洲和美國等線下銷售點，憑著優質設計與熱門電影偶像品牌合作拓展自創產品。 

 

集團新成立的附屬公司前海拉斯曼智能系統（深圳）有限公司，負責開拓自動化設備業務，

統籌設計和製造中小型自動化設備，目前主要供集團內部使用，並研究對外銷售的可行性。 



 

長遠而言，集團採取「創科、立異、換道前進」策略，致力發展「五大板塊」業務及開拓新

商機。五大板塊分別為：（i）保密項目；（ii）包裝業務，包括華麗包裝及特殊印刷；（iii）兒

童圖書和賀卡類業務；（iv）自創產品（ODM）及自家品牌（OBM）業務；及（v）智能自動

化設備業務。集團按照五大板塊的發展潛力，適當調配資源。管理層相信，這些長期策略可

推動集團持續增長。 

 

華南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華南業務的溢利顯著下降。 

 

紙類製品及賀卡訂單增加，兒童圖書銷量上升。來自玩具業及科技客戶的訂單減少。鑑於零

售銷售疲弱，華麗包裝銷量下跌。 

 

華南業務的邊際利潤下跌。市場情緒低迷，客戶調低訂單價格，加上包裝印刷業競爭激烈，

對單價構成壓力。 

 

自創產品（ODM）及自家品牌（OBM）業務年內銷量上升。集團創新設計的環保產品品牌

Team Green 成功開拓產品系列，旗下產品包括立體木拼圖及立體紙拼圖，當中兩項 Jigzle©

木拼圖贏得「香港智營禮品設計大賞」。Team Green 與世界知名品牌合作，為他們提供原始

設備製造（OEM）和自創產品（ODM）服務；並積極參加展覽會和展銷會拓展自家品牌（OBM）

銷路，同時通過 GreenTaNet.com 及其他網上渠道進行市場拓展。 

 

集團新成立的附屬公司前海拉斯曼智能系統（深圳）有限公司，負責開拓自動化設備業務，

年內取得進展，加強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和大學合作，從半自動化到全自動化，為製作服務中

心貼近消費市場作前期準備。 



 

展望未來，華南業務將繼續加強智能自動化，深化價值流系統，全面提升成本效益。華南業

務亦會積極拓展玩具業以外的行業，包括食品、化妝品和資訊科技業等，致力向這些客戶加

強華麗包裝服務。 

 

華東業務 

 

回顧年度內，華東業務銷售下降並錄得顯著虧損。蘇州廠管理團隊因人事變動而重組，對銷

售及營運效益帶來衝擊。此外，長江三角洲包裝印刷業競爭激烈，勞動成本持續上升，對華

東業務帶來負面影響。 

 

華東各項業務銷售均錄得下跌。特殊印刷業務跌幅顯著，包裝印刷及賀卡業務跌幅相對較少。 

 

隨著新管理團隊積極強化，蘇州廠在下半年度有所改善。展望未來，華東業務將繼續致力鞏

固其在印刷行業的領先地位，以跨國商企及中國優質企業為服務對象，在具有增長潛力的行

業大力拓展客戶，努力改善盈利。 

 

東南亞業務 

 

年內，東南亞業務營業額和溢利均下降，原因是主要客戶調整產品系列、區內包裝印刷行業

競爭加劇、以及新加坡元和馬幣兌美元貶值所致。 

 

東南亞業務將致力作出改善，借助集團的智能自動化技術發揮更大競爭優勢，積極擴大銷量

和客戶群。除加強拓展澳洲、新西蘭和亞細安市場，並正研究拓展自創產品（ODM）及自家

品牌（OBM）業務的可行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業務經營帶來的現金收入及中港兩地銀行界提供的信貸融資。截

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現金和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共約二億六千四百萬港

元。 

 

回顧年度內，集團的利息支出約為八百萬港元，去年約為一千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營運資金錄得約二億四千三百萬港元盈餘，而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則有約二億二千二百萬港元盈餘。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淨現金狀況。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日的債務權益比率為百分之三

十四（二零一六年：百分之三十六），乃根據短期及長期帶息銀行借款、應付票據與股東權

益約五億四千四百萬港元計算。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賬面淨值約一千一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二千九百萬港元）之資產已按予銀行作為後者授予本集團貸款之抵押。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人民幣、馬來西亞元、新加坡元或歐元結

算。香港現行之聯繫匯率制度令美元／港元匯率相對穩定。而集團現有以人民幣結算之銷售

收益，有助減低集團內地附屬公司以人民幣結算之經營費用所承擔之貨幣風險。至於涉及歐

元之交易額，主要為集團購買機器付出。 



 

人力資源發展 

 

集團現僱用約六千名員工。集團與員工一直保持良好關係，除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和獎勵

外，並實施各項員工技能培訓計劃。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可選擇部分對集團有貢獻的員工

（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及（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集團致力

為員工提供各項持續性的培訓及人才發展計劃。集團將繼續研究與中國內地的大學和海外的

教育機構合作，開辦其他專業實用技術課程。 

 

社會責任 

 

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集團於積極發展業務之同時，亦貫徹致力社會發展信念，積極參與

社會公益及環保活動，切實履行企業責任。無論在何處經營業務，我們都視該地區為集團一

分子，定必盡力為該地區作出貢獻。 

 

過去數年，集團積極投入資源，促進節能和環境保護，提供學習場地和平台，為年青人提供

培訓及實踐機會。另積極參與中國扶貧助學及賑災活動。除了給予金錢資助外，集團更樂於

獻出管理人員及員工時間參與不同慈善機構活動。在很多情况下，集團主席更主動聯繫眾企

業及友好，匯聚資源，確保有需要人士能獲享最大裨益。 

 

回顧年度內，集團及其員工為多個機構提供財政和其他援助，這些機構包括﹕ 

 

— 嘉應大學助學計劃 

— 捐款極地博物館基金 

— 捐款中國星火基金會 

— 贊助香港童軍總會活動 

— 香港海鷗助學團獎學金贊助費 



 

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於年內，本集團已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團隊，在環保及社會

層面進行管理、監控、建議及報告工作。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乃經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而在編製中，並

將於本年度報告刊發後的三個月內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hkstarlite.com）刊發。 

 

未來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二零一七年四月發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把二零一七年全

球經濟增長預測，由早前的百分之三點四調高至百分之三點五，並保持二零一八年的預測為

百分之三點六。然而，IMF 提醒：「我們對 2017 年的預測僅是小幅上調，與過去十年相比，

全球範圍（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長期潛在增長率仍然低迷。此外，雖然近期增長有可能超

過預期，但是重大下行風險繼續籠罩著中期前景。」報告說：「一個突出的威脅是轉向保護主

義的趨勢，這會引發貿易戰。主要在發達經濟體中，若干因素…導致在政治上形成了對零和

政策方法的支持，而這些政策方法可能會損害國際貿易關係以及更廣泛的多邊合作。」 

 

IMF 調升世界經濟增長預測，令人鼓舞。但管理層相信，鑑於保護主義的威脅及消費者信心

的脆弱波動，未來一年仍將挑戰重重。集團採取「創科、立異、換道前進」策略，積極拓展

Team Green 和前海拉斯曼智能系統業務，多元化提升收入和盈利，努力邁向工業 4.0（第四

次工業革命）目標。內部方面，集團將繼續深化精兵簡政，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包括加強企

業資源計劃（ERP）及製造執行系統（MES），進一步整合集團的製造計劃、採購、銷售和財

務職能。在新管理團隊積極強化下，蘇州廠在下半年度有所改善。隨著其銷售及營運效益轉

趨穩定，蘇州廠表現定能逐步改善。管理層相信，儘管集團表現暫時失利，但落實有關措施

可推動集團的長期持續增長。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

理層審議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常規，及商討審計、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滙報事

項，包括審議本集團年度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職責為向董事會建議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政策。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

之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提名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包括定期檢討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及就任何擬作出的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中所列數

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

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

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

核證。 



 

買賣或購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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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

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林光如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

行政總裁的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發展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計劃。董事會相

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的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員均為非執行董事，故足以確保有關權

力及職權能充分平衡。 

 

守則條文第A.2.7條規定，主席應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無

執行董事列席之會議。由於本公司主席林光如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故本守則條文並不

適用。 

 

守則條文第 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而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的細則，彼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

選。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對股東的意見

有公正的了解。郭琳廣，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因其需出席較早前承諾之商業事務，所以未

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全體董事均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彼等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準則及行為準則。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四）)  (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轉讓之登記。為確保股東有資格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星期四）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股東須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轉讓文件及其股票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票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此全年業績公佈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上市公司公告」

一欄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starlite.com 覽閱。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光如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光如先生、戴祖璽先生及張志成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翠女

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譚競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