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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華 翔 微 電 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5）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華翔微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華翔」）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中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
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與載於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之數字比較，有
關數字相符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此方面之工作乃有限度，並不構成一項核數、
審閱或其他保證，因此核數師對本公佈並不發表任何保證意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 369,787 301,255
銷售成本 (222,783) (164,906)

毛利 147,004 136,349
其他收入 3 2,948 1,860
分銷成本 (3,901) (6,466)
行政開支 (27,599) (15,944)
其他經營開支 (6,163) (8,083)

經營溢利 112,289 107,716
融資成本 4(a) (8,787) (7,04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655 2,683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5,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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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4 105,092 103,356
稅項 5 (18,274) (14,700)

除稅後日常業務溢利 86,818 88,656

下列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80,427 81,214
　少數股東權益 6,391 7,442

除稅後溢利 86,818 88,656

本年度應佔股息： 6
　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 17,349 17,349

每股盈利 7
　基本 17仙 19仙

　攤薄 16仙 19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3,529 107,653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
　租賃土地權益 2,653 2,78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50,41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9,123 58,574
應收貸款 — 30,000
遞延稅項資產 2,905 —

208,210 249,4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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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買賣證券 192 —
存貨 21,237 12,07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80,110 148,7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5,329 5,3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0,915 314,027

747,783 480,193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1,139 54,570
短期銀行貸款 110,657 70,300
融資租賃承擔 9,899 —
稅項 6,359 6,389

228,054 131,259
------------- -------------

流動資產淨值 519,729 348,934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27,939 598,355
------------- -------------

非流動負債
非即期銀行貸款 33,134 57,876
融資租賃承擔 3,083 —
可換股債券 69,228 —

105,445 57,876
------------- -------------

資產淨值 622,494 540,47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5,568 49,568
儲備 547,078 456,704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596,646 506,272
少數股東權益 25,848 34,207

總權益 622,494 54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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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包括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HKAS」）及詮釋之統稱）、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該等財務報表亦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增及經修訂之  HKFRS，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前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或可提早採納。董事會已決定根據現時已頒佈之  HKFRS 作基準，釐定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

本集團已提早採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頒佈而與其業務有關之所有  HKFRS。適用之  HKFRS 載

列如下，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已根據有關規定作重列。

編號 主題

HKAS 1 財務報表之呈列

HKAS 2 存貨

HKAS 7 現金流量表

HKAS 8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變更及差錯

HKAS 10 結算日後事項

HKAS 12 所得稅

HKAS 14 分部報告

HKAS 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HKAS 17 租賃

HKAS 18 收入

HKAS 19 僱員福利

HKAS 2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HKAS 23 借貸成本

HKAS 24 關連方披露

HKAS 26 退休福利計劃之會計處理及報告

HKAS 27 綜合及分開財務報表

HKAS 2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HKAS 32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HKAS 33 每股盈利

HKAS 36 資產減值

HKAS 37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HKAS 39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HKFRS 2 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HKFRS 3 業務合併

HK(SIC)—15 經營租約  —  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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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對綜合資產負債表產生之影響

租賃

以股份支付 土地及樓宇 可換股債券 總計

HKFRS 2 HKAS 17 HKAS 3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只限權益）

權益減少

保留盈利 — (1,477) — (1,477)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減少）／增加

物業、廠房及設備 — (4,259) — (4,259)

租賃土地權益 — 2,784 — 2,784

權益減少

保留盈利 — (1,475) — (1,47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減少）／增加

物業、廠房及設備 — (4,063) — (4,063)

租賃土地權益 — 2,653 — 2,653

負債／權益減少／（增加）

可換股債券 116 — 11,132 11,248

可換股債券儲備 21 — (11,764) (11,743)

以股份支付之賠償儲備 (1,453) — — (1,453)

保留盈利 1,316 (1,406) 632 542

少數股東權益 — (4) — (4)

HKFRS 2 —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並按照  HKFRS 2 重列比較數字，惟本集團利用  HKFRS 2 第53段所

載之過渡性條文規定，並未對下列授出之購股權採用新確認及計量政策：

(a) 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及

(b) 所有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七日後向僱員授出而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歸屬之購股權。

HKAS 17 —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採用，而期初保留溢利及比較資料已就有關過往期間之金額作調整。

HKAS 39 —  新會計政策之採納將已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在起初確認時分為負債及權益兩部分，其中負債

部分以其公平價值確認，而發行所得款項與負債部分公平價值之間之差額則計入權益部分。負債部分其

後按攤銷成本列賬。權益部分於資本儲備中確認，直至債券被轉換（在該情況下則轉入股份溢價）或債券

被贖回（在該情況下則直接撥入保留溢利）。

2. 營業額

本公司乃一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電子製造服務以及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營業額指售予客戶之貨品之銷售價值，不包括增值稅，且入賬時已扣除所有退貨及貿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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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642 1,823

其他 306 37

2,948 1,860

4.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a) 融資成本：

五年內須悉數清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6,939 4,417

融資租賃承擔之融資成本 659 —

五年內須悉數清還之可換股債券利息 1,090 —

其他借貸成本 99 2,896

借貸成本總額 8,787 7,043

(b) 員工成本：＃

定額供款計劃之供款 1,800 572

僱員購股權福利 1,496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4,527 12,804

17,823 1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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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222,783 164,906

計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內之正商譽攤銷 — 4,537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131 131

折舊＃

—  擁有固定資產 16,064 10,205

—  根據融資租賃持作自用之資產 60 —

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663 1,337

研究及開發成本 673 576

核數師酬金 1,435 594

呆壞賬撥備 3,513 5,800

撇銷壞賬 743 162

申買賣證券所產生之虧損 8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 265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開支、經營租約開支及攤銷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之

人民幣27,483,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5,523,000元），有關金額亦已計入上文或附註4(b)就各有關開支

分開披露之個別總金額內。

5. 稅項

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指：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即期稅項  —  海外

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見下文附註 (iii)） 21,464 14,7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85) —

21,179 14,70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2,905) —

18,274 14,700

附註：

(i) 海外所得稅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獲豁免開曼群島之稅項，直至二零一九年為止。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

立之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之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故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之所得稅。

(ii)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均並無產生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任何計提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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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15%之優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有關稅務規則及法規，所有中

國附屬公司自抵銷上一年度稅項虧損後首個錄得盈利年度起兩年內可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

減免50%所得稅。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福建福強精密

印制㵟路板有限公司分別按7.5%及1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至於其餘中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仍然錄得稅務虧損，故未開始享有稅務優惠。

6. 股息

(a) 本年度應佔股息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5港元

　（約相等於人民幣0.0371元）（二零零四年︰

　每股普通股0.035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0.0371元）） 17,349 17,349

於結算日後之擬派末期股息於結算日並未確認為負債。

(b) 上一財政年度應佔股息（已於年內批准及派付）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已於年內批准及派付）

　每股普通股0.035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0.0371元）

　（二零零四年：0.04港元（約相等於每股普通股

　人民幣0.0424元）） 17,349 17,410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80,427,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81,214,000元）及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67,625,000股（二零零四年：432,977,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79,478,000元，以及經調整可換股債券的利息支出人民幣949,000

元及所有潛在攤薄股份之影響後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86,702,000股計算。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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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7,625 432,977

因無償兌換可換股債券而視作發行之普通股 19,077 —

486,702 432,977

8.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乃按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報。本集團選擇以業務分類資料作基本呈報方式，理由為業務分部

對其作出營運及財務決定影響較大。

(a)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一直主要經營製造及銷售印製線路板。

(b) 地區分部

於編製地域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乃以客戶所在地劃分。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則按資產所在地劃分。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於中國經營，而本集團之客戶主要位於中國（包括香港及台灣）、澳洲、美國及德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分部收入

　—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307,006 250,521

　—  香港 2,219 3,183

　—  台灣 16,603 11,147

　—  澳洲 39,144 31,562

　—  美國 1,132 1,097

　—  德國 3,300 3,691

　—  其他 383 54

來自外部顧客之總收入 369,787 301,255
---------------- ----------------

其他收入

　—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2,502 1,824

　—  香港 446 36

其他收入總額 2,948 1,860
---------------- ----------------

經營收入總額 372,735 3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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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

　—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856,890 656,487

　—  其他 99,103 73,127

955,993 729,614

資本開支

　—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 92,830 13,957

　—  其他 — —

92,830 13,957

由於就上述地區之營業額與溢利之間之比例並無重大分別，故並無作出上述地區之溢利貢獻分析。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列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發票日期：

三個月內 128,848 113,633

三至六個月 39,111 17,459

六個月至十二個月 3,643 7,696

超過十二個月 1,668 4,548

173,270 143,336

扣除：呆壞賬撥備 (17,900) (14,941)

155,370 128,395

欠款通常須由發票日期起180日內償還。拖欠應收賬款達六個月以上者均須於悉數償還欠款後，方可獲本集團

進一步授出信用額。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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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47,777 16,706

六個月後但一年內到期 542 1,233

48,319 17,939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每股0.035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
0.0371元）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四年︰0.035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0.0371元））。末期股息須
待股東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派付予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
二十日前後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任何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
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錄得穩定增長，營業額錄得雙位
數字之增長。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369,787,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
301,25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2.7%。本集團於年內得以達致令人滿意之成績，主要
因為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巿場對消費電子商品之需求不斷上升，剌激了電子產品零件及
配件整體上強勁增長。作為印制電路板（「PCB」）之生產商，本集團因而大大獲利。此外，
本集團已於年內安裝科技先進之生產設備及租用新生產廠房，以擴大經營範圍並獲得更
大之經濟規模。

於回顧年度之毛利約達人民幣147,004,000元，而去年則約為人民幣136,349,000元。毛利率
下降是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及兩間附屬公司因開始試行生產而導致生產前開支所致。經
營溢利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人民幣112,289,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07,716,000元）及
人民幣80,427,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81,214,000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約4.2%及
1.0%。股東應佔溢利下降主要由於一間附屬公司之稅務優惠期屆滿所致。每股盈利為人
民幣17仙（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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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財務年度為本集團之重要里程碑。除了日常生產  PCB 業務外，本集團於福
州馬尾經濟及技術開發區設立新製造廠房，成功將業務轉向下游  PCB 裝嵌（「PCB裝
嵌」）服務。此外，本集團於廣東省惠州購入新製造廠房，專門生產撓性  PCB，而此製
造廠房已於二零零五年初完全投產。該等新產品不僅對本集團之收入有所貢獻，更進一
步鞏固本集團作為一站式電子製造服務（「電子製造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之巿場地位，
使本集團能向客戶提供種類更為完備之電子製造服務解決方案，並進一步加強本集團於
巿場上之競爭力。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就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報。本集團選擇以業務分部作基本申報分式，
理由為業務分部對其在作出營運及財務之決策上較為適切。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一直主要經營印製線路板製造
及銷售業務。

按地區劃分，於回顧年度，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台灣）仍然是本集團最大的銷售分部，佔
本集團所賺取之營業額約83.0%（二零零四年：83.2%）；而本集團約10.6%（二零零四年：
10.5%）之營業額，乃來自澳洲之銷售額。美國、德國、香港、台灣及其他國家之銷售額
佔本集團餘下之6.4%營業額（二零零四年：6.3%）。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生產之主要產品為單面及雙面  PCB、多層  PCB 及撓性  PCB，而本
集團亦提供  PCB 裝嵌服務。個別產品之詳情載列如下：

單面及雙面  PCB

於回顧年度，單面及雙面  PCB 之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59,684,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
120,984,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43.2%。本業務分部帶來之經營溢利約為人民幣
48,447,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43,259,000元），較上一個年度上升約12.0%。

多層  PCB

於回顧年度，多層  PCB 之總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98,030,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
180,271,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3.6%。經營溢利達約人民幣82,909,000元（二零零四
年：人民幣64,457,000元），較上一個年度上升約28.6%。

撓性  PCB 及  PCB 裝嵌

為在競爭激烈之  PCB 業上繼續保持有利位置，本集團素來致力開發創新之  PCB 產品，
包括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開始全面投產之撓性  PCB。由於撓性  PCB 較傳統  PCB 能帶來
較高利潤，此業務分部將能大大提高整體溢利水平。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開始展開
PCB 裝嵌服務，目的為向客戶提供種類更為完備之電子製造服務解決方案，並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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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本集團在市場上作為一站式電子製造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之地位。此等產品帶來之
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2,073,000元（二零零四年：無），佔本集團總銷售額之約3.2%，相關經
營虧損約為人民幣19,067,000元（二零零四年：無）。

生產設施

電子製造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致勝之不二法門在於擁有齊備之製造設施及龐大生產能力。
就此，本集團將資源投放於興建新製造廠房及安裝技術先進之生廠設施及系統，以配合
PCB 業急劇上升之需求。

於二零零四年初，本集團收購位於廣東省惠州市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響河工
業園之新製造廠房（「惠州廠房」），此廠房專門生產撓性  PCB及厚銅  PCB。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開始生產第一期撓性  PCB，現時生產能力為每月10,000平方米。惠州廠房已獲以
美國為基地之  UL Corporation 產品認證及以瑞士為基地之  SGS Corporation 之  ISO 9001 品
質系統認證。現時，若干客戶包括知名之跨國公司，例如三星電機及三協精機。

除惠州廠房外，本集團亦於福州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租用製造廠房（「馬尾廠房」），以經
營  PCB 裝嵌服務。馬尾廠房已獲得  ISO0991：2000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並於二零零四
年九月開始全面投產。現時，該廠房具備四條自動化表面鑲嵌技術（「SMT」）生產線及兩
條MI生產線，以提供一系列輔助解決方案，包括設計子系統、生產模範樣本、小量生產
及測試服務。

位於福建省福清巿之現有生產基地設有一般  PCB（包括單面  PCB、雙面  PCB 及多層
PCB）之生產設備。該製造廠房已獲  ISO／TS16949、 ISO9001、 ISO14001 及  OHSAS
18001 認證，而其現時之客戶組合包括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以澳大利亞為基地之  Telstra
及  NEC 東金電子等眾多跨國企業。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回顧年度內之每月生產
能力約為40,000平方米，而每月平均使用率約達75%。

研究及開發

本集團致力不斷進行研究及開發，以發展具競爭力之優質產品，從而使本集團穩佔電子
製造服務業及  PCB 業上之巿場地位。在上海及深圳聘用之四名產品開發工程師及設計
師於生產過程之前、之時及之後，均與客戶緊密合作，務求根據客戶要求提供最佳之產
品及服務。

出售  Floret Industries Limited

Floret Industries Limited（「Floret Industries」）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及銷
售產品，以及提供關於電子供應系統之自動化及智能化方面之輔助服務。為進一步建立
及加強本集團之生產力，本集團已對其策略作出逐步調整，由高級混合生產轉為提供中
至大量生產輔助服務予主要客戶。其核心業務（即提供電子製造服務及生產及買賣印制電
路板）之開發及擴展將是未來數年經營之焦點。因此，本集團之主要資源亦將撥入擴展及
開發其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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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全球巿場對電子產品之強勁需求加上電子通訊業之急速發展，將導致  PCB 產品之需求
上升。BPA Consulting Ltd 估計，全球  PCB 巿場於二零零七年將由301億美元躍升至438
億美元，當中中國為生產  PCB 增長幅度最快之國家，其複合年增長率為17.4%。

此外，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跨國電子企業集團將電子製造服務外判之趨勢，導
致全球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之收入總額預期以10.2%之複合年增長率上升，由二零零二年
之890億美元增長至二零零七年之4,000億美元。根據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之估
計，巿場將會繼續將生產過程中若干部分外判予低成本國家（尤其是中國）。巿場預期中
國電子製造服務業由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將以複合年增長率29.7%增長，並於二零零
七年佔全球電子製造服務業之38%。

在此向好之營商環境下，本集團將抓緊機會，以增強其現有  PCB 業務，並尋找策略性
收購機遇，以發展上游及下游業務，擴闊服務範圍，並向客戶提供種類廣泛之增值服務。
此將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一站式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之地位。

於未來兩年，本集團計劃於惠州廠房及馬尾廠房裝設更多生產線，以配合預期增長之巿
場需求。惠州廠房第二期之安裝工程將於二零零六年中展開，務求將每月生產能力提高
至15,000平方米。此外，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七年初於惠州廠房開始生產厚銅  PCB，而預
計總每月生產能力將達20,000平方米。至於馬尾廠房，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底前安裝
16條  SMT 生產線，4條  MI 生產線及2條製成品裝嵌線。

憑藉現時在電子製造服務業及  PCB 業之樂觀現象，再配合本集團擁有之技術專才及經
驗，管理層深信本集團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將能再次取得驕人業績，為股東帶來豐碩回報。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銀行備用額應付營運資金
所需。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動資產淨值及總資產減流
動負債分別為人民幣 540,915,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 314,027,000元）、人民幣
519,729,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348,934,000元）及人民幣727,939,000元（二零零四年：人
民幣598,355,000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總額（不包括融資租賃承擔）為人民幣213,019,000
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28,176,000元），包括已動用來自若干銀行之銀行貸款備用額人民
幣143,791,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28,176,000元）及可換股債券人民幣69,228,000元（二
零零四年：無），已動用銀行貸款總額中，其中人民幣110,657,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
70,300,000元）為短期貸款備用額，餘下人民幣33,134,000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57,876,000
元）則為長期貸款備用額。短期貸款包括人民幣81,415,000元及人民幣4,500,000元分別由本
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及銀行存款作抵押。其餘之短期貸款人民幣24,742,000元及長期貸款
人民幣33,134,000元為無抵押。此外，本集團有未提取訂約借款備用額人民幣8,38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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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無），並已符合其一切先決條件，以及融資租賃責任人民幣12,982,000元（二
零零四年：無），以港元列賬。借款總額主要用作業務拓展、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用途。
本集團之短期及長期借款主要分別以人民幣及美元列值。貸款備用額以一般市場息率借
予本集團。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本增加人民幣90,374,000元至人民幣596,646,000
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506,272,000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
率（以流動負債加非流動負債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0.56（二零零四年：0.37）。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另作披露外，本公司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重大投資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另作披露外，本集團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就出售本集團持有之49股  Floret
Industries 股份（佔  Floret Industries 已發行股本49%）訂立買賣協議，代價為人民幣
52,000,000元（相等於約49,000,000港元），已於完成時全數支付。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期間，本集團聯營公司向本集團貢獻
溢利約人民幣6,655,000元。於完成出售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確
認虧損約人民幣5,065,000元。有關虧損乃根據出售之代價與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
七日之賬目所載於  Floret Industries 之權益之未經審核賬面值約人民幣57,065,000元比較
之差額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附屬公司司福建福強精密印刷㵟路板有限公
司完成將註冊股本增加人民幣46,000,000元至人民幣92,000,000元，該筆註冊股本全數由本
集團貢獻。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另作披露外，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僱傭資料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200名僱員（二零零四年：648名）。本集團之
政策乃定期檢討其僱員薪酬水平及表現花紅制度，以確保酬金政策於相關行業具有競爭
力。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僱用成本（包括董事酬金）人民幣17,823,000元。
為符合本集團員工、董事及顧問之利益，購股權已根據本公司之二零零三年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三年計劃」）授予董事及顧問。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已授予僱員、董事及顧
問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合共32,000,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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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定期存款5,000,000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5,329,000元）（二零零
四年：人民幣5,329,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人民幣4,500,000元。

除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及預計資金來源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另作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未來重大
投資計劃。

管理層將繼續關注業界情況及定期檢討其業務拓展計劃，採取必需的措施以符合本集團
之最佳利益。

㶅率波動風險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鑑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份以港元、人
民幣及美元列值，故只經歷輕微的㶅率波動；而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全部
均於回顧年度相對穩定之貨幣）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認為，鑑於其㶅率風險極低，故本
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之用。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固定資產僅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
尚未覆行資本承擔約人民幣15,638,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企業管治

董事概無知悉任何可合理證明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會計期間之任
何部份）並無或曾經無遵守載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生效之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
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而是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並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指引
釐定書面職責範圍。審核委員會之職責包括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中期報告，並就此向董
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此外，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及監督財務申報及本集團之內部監
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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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昌馳先生、蔡訓善先生及張全
先生組成。於回顧年內，審核委員會曾兩次開會討論本集團之中期業績及年度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確保有資格收取末期股息，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
樓1712—1716室。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林萬強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萬強先生、陳炎順先生、劉兆才先生、項松先生及唐耀安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昌馳先生、蔡訓善先生及張全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