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NWA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00058

新 威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00058

Innteerrimmmm RRReeeeppoorrrtt 2014中中期期期期報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2014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1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比較
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49,824 377,689

銷售成本 (416,302) (406,853)    

毛損 (66,478) (29,164)

其他收入 15,640 7,21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90) (5,348)

行政開支 (44,141) (45,300)

其他營運開支 (5,550) (110)

融資成本 4 (12,214) (16,871)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收益╱（虧損） 13 (628)    

除稅前虧損 5 (116,720) (90,207)

所得稅開支 6 (2,887) (3,12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119,607) (93,330)    

中期股息 7 無 無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 (12仙) (9仙)    

攤薄 (11仙) (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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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119,607) (93,330)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於往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綜合收益表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570) 6,372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43) 797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255 –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扣除稅項） (358) 7,16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期間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119,965) (8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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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4,795 430,152
投資物業 91,266 91,43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2,201 67,281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2,080 2,072
可供出售投資 1,100 2,37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訂金 729 731    

非流動資產總值 562,171 594,041    

流動資產
存貨 198,438 251,140
貿易應收款項 10 194,926 205,4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766 21,1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618 148,055    

流動資產總值 526,748 625,78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110,181 121,3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69,173 69,484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1,310 5,908
計息銀行借貸 443,623 325,535
應付稅項 29,717 29,786    

流動負債總額 694,004 552,04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67,256) 73,7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4,915 66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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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176 56,245
長期服務金撥備 612 689
其他借款 – 154,3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56,788 211,311    

資產淨值 338,127 456,47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101,600 101,600
儲備 236,527 354,873    

權益總額 338,127 456,47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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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
溢價賬 繳入盈餘

股本贖回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資產重估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中國法定
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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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 101,600 177,325 56,471 509 6,925 161,041 251,916 12,928 2,518 (314,760) 456,473

期間虧損 – – – – – – – – – (119,607) (119,607)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 (570) – – – (570)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 – – – – (43) – (4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 – – – – – – – 255 – 255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570) – 212 – (358)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570) – 212 (119,607) (119,965)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1,619 – – – – – 1,619

已失效購股權 – – – – (336) – – – – 336 –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600 177,325 56,471 509 8,208 161,041 251,346 12,928 2,730 (434,031) 338,127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
溢價賬 繳入盈餘

股本贖回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資產重估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中國法定
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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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 101,600 177,325 56,471 509 5,951 116,801 234,222 12,928 272 (102,449) 603,630

期間虧損 – – – – – – – – – (93,330) (93,330)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 6,372 – – – 6,372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 – – – – 797 – 797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6,372 – 797 – 7,169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6,372 – 797 (93,330) (86,161)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1,986 – – – – – 1,986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600 177,325 56,471 509 7,937 116,801 240,594 12,928 1,069 (195,779) 51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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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9,669 (124,361)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15,329) 106,026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36,289) 5,49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41,949) (12,84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8,055 270,573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12 7,05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618 264,7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6,618 26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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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1.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中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採納在本會計期間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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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負債淨額約167,256,000港元，當中一年內到期銀
行借貸應佔流動負債約443,623,000港元。考慮到本集團財務資源，包括本集團未動用銀行融
資、本集團於到期後銀行融資重續或再融資之能力及本公司最終主要股東之財務支持，本公司
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充足營運資金應付其由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到期之全部
財務責任，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業務基準編製。

1.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
權益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之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該等財務報表呈報之金額及╱或於該
等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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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1.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規管遞延賬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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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
（於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披露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替代及持續對沖會計處理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稅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2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將予釐定。

本集團現正著手評估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確定該等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將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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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按其產品組織業務單位，設有以下三個營運分類：

(a) 電子零部件分類包括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零部件；

(b) 電子消費產品分類包括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產品；及

(c) 買賣分類包括買賣集成電路。

由於(c)本身並不符合獨立報告之量化條件，故(c)歸納於「其他業務」下報告。

管理層個別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類表現按報告分類虧
損評估，報告分類虧損按除稅前經調整虧損計算。除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業
績、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以及融資成本不計入該計量外，除稅前經調整虧損之計量
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之計量一致。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人作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而報告之措施。

收入及支出參考可報告分類所賺取銷售額，及可報告分類所產生開支或屬於可報告分類資產之折舊或
攤銷所產生其他金額而分配予該等分類。

分類資產不包括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可供出售投資、應收貸款、已抵押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
等值項目以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乃由於該等資產按組別基準管理。可報告分類共同使
用之資產根據個別可報告分類賺取之收入進行分配。

分類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乃
由於該等負債按組別基準管理。共同承擔之可報告分類負債根據分類資產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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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a)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電子零部件 電子消費產品 其他業務 總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61,578 83,532 188,246 293,978 – 179 349,824 377,689        

來自業務之可報告分類（虧損）╱
溢利 (56,764) (17,999) (61,181) (59,681) – 2 (117,945) (77,678)      

對賬：
其他收入 15,640 7,214
融資成本 (12,214) (16,871)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企業收益╱
（虧損） 13 (62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2,214) (2,244)  

除稅前虧損 (116,720) (90,207)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5,181 2,316 5,341 7,492 – – 10,522 9,808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466 218 480 706 – – 946 924
折舊* 22,116 10,649 22,979 34,441 – 339 45,095 45,42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2,635 – 2,660 – – – 5,295 –
存貨撥備* 16,996 – 17,491 – – – 34,487 –        

電子零部件 電子消費產品 其他業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391,208 255,793 413,270 642,418 – – 804,478 898,211        

分類負債 55,212 31,576 74,233 98,599 – – 129,445 130,175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已包括在上述披露之「可報告分類（虧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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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b) 可報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類總資產 804,478 898,211  

可供出售投資 1,100 2,37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618 148,055
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2,080 2,072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174,643 169,116  

綜合總資產 1,088,919 1,219,827  

負債
可報告分類總負債 129,445 130,175  

銀行貸款 437,155 323,718
其他借款 – 154,377
遞延稅項負債 29,717 29,786
應付稅項 56,176 56,245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98,299 69,053  

綜合總負債 750,792 76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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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c) 地區資料

收入資料之地區所在地指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之客戶所在地。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乃根據資產
所在地而定，惟不包括於一家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可供出售投資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
支付按金。

香港 中國 其他亞洲國家* 美洲國家** 歐洲國家*** 非洲國家**** 綜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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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11,817 9,467 73,473 121,586 73,959 119,620 169,333 87,432 14,228 28,227 7,014 11,357 349,824 377,689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三月
三十一日

九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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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31,434 31,720 526,828 557,145 – – – – – – – – 558,262 588,865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印尼、日本、韓國、台灣及巴基斯坦。

** 美洲國家主要包括美國、智利、秘魯、阿根廷、墨西哥及巴西。

*** 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波蘭、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格蘭。

**** 非洲國家主要包括拉哥斯、尼日利亞、肯亞及埃及。

*****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是根據資產地點所分類，當中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於一家共同控
制企業之投資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按金。

(d) 主要客戶資料
於本期間，概無為本集團總收入帶來10%或以上之單一客戶（二零一三年：零）。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電子零部件、電腦零件及配件以及集成電路。收入（亦為本
集團之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商業折扣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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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2,214 16,871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已售存貨成本* 336,075 360,839
折舊 45,095 45,429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946 924
存貨撥備* 34,487 –
匯兌差額淨額 (707) (1,87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5,295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255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退休計劃供款 4,690 5,315
回撥長期服務金撥備 (77) (87)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開支 1,618 1,986
薪金、工資及津貼 67,063 87,647  

73,294 94,861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收益表中「銷售成本」。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收益表中「其他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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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中國成立之
附屬公司按標準稅率25%（二零一三年：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中國
期間支出 2,887 3,123  

2,887 3,123    

7. 中期股息
於本期間並無支付或擬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間結算日亦無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零港元）。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119,607 93,330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6,001 1,016,001

假設因期間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被視作獲行使而
已按零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498 不適用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5,499 1,016,001  

每股基本虧損 (12仙) (9仙)  

每股攤薄虧損 (11仙) (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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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續）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普通股平均市價高於購股權之行使價，故本公司於期間
並無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間，本集團為提升生產力添置在建工程、廠房及機器設備，斥資約10,52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9,808,000港元）。

10.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20,960 226,296
減值 (26,034) (20,818)  

194,926 205,478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買賣條款主要以賒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自發票
日期起計三個月，惟對若干已建立關係之客戶而言，信貸期可延長至六個月。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應收
款項，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40,266 100,757
四至六個月 49,616 75,475
超過七個月 5,044 29,246  

194,926 20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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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續）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結餘 20,818 41,057
減值撥備 5,296 –
匯兌調整 (80) 390  

期終結餘 26,034 41,447  

個別已減值貿易應收款項與面對財政困難之客戶有關，已逾期超過一年，管理層對能否收回該等應收
款項存疑。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於報告期終，管理層相信毋需進一步為減備撥備
（二零一三年：零港元）。

並無被視為個別或集體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或減值 71,063 43,452
逾期少於三個月 69,203 57,305
逾期四至六個月 49,616 75,475
逾期七個月以上 5,044 29,246  

194,926 205,478  

未逾期或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近期並無違約記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於本集團有良好往績紀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
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餘額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有關餘額作出減
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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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74,163 71,656
四至六個月 25,717 34,910
七至十二個月 5,084 7,683
超過一年 5,217 7,081  

110,181 121,330  

貿易應付款項並不計息，購貨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全部應付
款項於信貸指定期間內清付。

12. 股本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並繳足：
1,016,001,301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1,600 101,600  

13. 承擔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5,412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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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尚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就向附屬公司批出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擔保 28,000 28,000  

本公司已就一家附屬公司所獲授銀行融資向銀行作出公司擔保。於報告期間結算日，附屬公司已提取
該等融資其中6,46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零港元）。本公司於所發出擔保項下最高承擔相
當於附屬公司所提取款項6,46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零港元）。鑑於擔保之公平值並不重
大，加上董事認為本公司不可能因擔保而遭索償，故並無進行確認。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零港元）。

15. 關連方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即為本公司之關連方）之間所進行交易已於綜合賬目內對銷，並無於本附註內披
露。

本集團與其他關連方所進行交易詳情如下：

(a) 與關連方之未結算結餘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1,310 5,90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還款。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報告19

15. 關連方交易（續）
(b) 本集團管理層要員之補償

本公司董事乃本集團之管理層要員。董事酬金之詳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480 480
薪金及津貼 2,569 2,607
根期服務金（撥回）╱撥備 (30) (32)
退休供款計劃 23 22
股份付款 783 897  

3,825 3,974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與關連方進行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16. 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完成收購建築材料業務，繼而發行本金總額
3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150,000,000港元於18個月後到期之期票及10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
據。

於完成後，Joint Expert Global Limited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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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析
業績及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349,82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所報377,689,000港元減少27,865,000港元，減幅為7.4%。由於已作出34,487,000港元之存
貨撥備，毛損由去年同期錄得之29,164,000港元進一步增至66,478,000港元。毛損率則由
7.7%增加至本期間之19.0%。

電子消費產品
電子消費產品主要包括電子計算機、鐘錶及數碼產品，該等產品於期間收入分別為
115,146,000港元、33,693,000港元及33,137,000港元。電子消費產品於期間繼續為本集團
最大業務分部，佔本集團營業額53.8%。期間合計收入由去年同期之293,978,000港元大幅
下跌105,732,000港元至188,246,000港元，跌幅為36.0%。下跌主要受電子計算機收入減少
所拖累。中國勞動力短缺導致生產前置時間出現顯著延誤，故銷量下降。

電子零部件
電子零部件主要包括液晶體顯示屏（「LCD」）、玻璃芯片（「COG」）及石英，該等零部件於期
間收入分別為72,877,000港元、80,544,000港元及7,811,000港元。期間合計收入由去年同
期83,532,000港元大幅增加78,046,000港元至161,578,000港元，增幅93.4%。該分部佔本集
團收入46.2%。LCD及COG帶動本分部之收入上升，有關增幅乃由於推出為平板電腦所用之
較大尺寸及貨值較高之LCD及COG。

期間，北╱南美國家為最大市場，佔本集團營業額48.4%。

於本期間，本集團淨虧損為119,607,000港元，去年則為93,330,000港元。淨虧損進一步增
加主要由於存貨撥備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主要包括運送開支及分支辦事處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較去年同期
5,348,000港元下降1,358,000港元至本期間3,990,000港元，跌幅為25.4%。

一般及行政開支與去年同期大致相若。本期為44,141,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45,300,000

港元。主要為行政人員成本、董事薪酬、法律及專業費用及支付予中國政府的多種稅項。

融資成本為12,214,000港元，去年同期為16,871,000港元。融資成本減少4,657,000港元，
減幅為27.6%，融資成本下跌與較去年上半年之銀行借款水平下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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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以及其於中港兩地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銀行融資撥付其
營運所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權益總額為338,127,000港元，較去年
減少25.9%。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期存款維持於106,618,000港元，而銀行貸款
則為443,623,000港元。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資產負債比率（按流動負債及長期負債除股東
權益計算）為2.2倍。

重大投資及收購
本期間，本集團投放10,522,000港元於添置在建工程、廠房及設備以提升其生產能力。

資本結構
本期間並無購回任何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向本集團若干董事及僱員
授出可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認購合共90,6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0.1港元）
之購股權。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授出及可予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目為
73,300,000股。當中3,000,000份購股權於期內已告失效，期內概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

資產抵押
本集團112,431,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25,135,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賃付款及
91,266,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用作本集團銀行融資之抵押。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於一九九九年進行股份發售籌集剩餘所得款項淨額之結餘約65,400,000港元，已撥
作投資於合營企業台灣通信（福建）有限公司。由於台灣通信（福建）有限公司進行項目之進
度較預期緩慢，董事正考慮調撥部分有關所得款項拓展其他投資機會。董事將於覓得任何
具體目標時，根據適用規則作出公佈。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3,400名全職管理、行政、技術及
生產部員工。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時行內慣例檢討僱員之薪
酬、晉升及酬金。本集團在香港之董事及僱員均已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僱員福利
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經或將予授出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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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美元（「美元」）及港元（「港元」）列
值。本集團以港元作為呈列貨幣，分別承受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之外幣風險。考慮到港元
與美元掛鈎，本集團相信對美元之相應匯率波動風險甚微。然而，本集團承受人民幣兌美
元的淨匯率風險。本集團管理及監察外匯風險，以確保適當措施及時有效地實行。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其一家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作
出公司擔保而承擔或然負債共28,000,000港元，該等融資已動用6,468,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展望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完成收購在中國之建築材料業務。目標公司Joint Expert 

Global Limited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我們相信有關收購為本集團提供機遇，扭轉其
欠佳之財務表現及帶來多元收入及額外現金流供其持續發展。

跟隨中國政府「穩中求進」之政策，持續城鎮化及預期基建及房地產之投資，將為建材業增
長之重要推動力。

鑑於全球經濟環境持續不穩，我們預期電子業務之陰霾將仍揮之不去，且我們一直計劃集
團重組以更有效分配本集團資產。我們將考慮縮減若干持續虧損之電子製造業務，並出售
現有資產。截至本報告日期，我們已就此展開初步討論，惟尚未協定任何條款及條件。

勞工供應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不斷上漲仍為電子業務業績之主要挑戰。本集團繼續對電子業
務持審慎態度、實施成本控制措施及精簡業務以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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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本中擁有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
冊所記錄，或已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
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所持股份、身份及權益性質

直接實益擁有 透過受控法團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執行董事：
黃琼靜女士 200,000 280,000,000

（附註1）
黃琼敏女士 49,648,000 280,000,000

（附註2） （附註1）

非執行董事：
黃春英女士 49,648,000 –

（附註2）
黃金翔先生 10,000,000 –  

59,848,000 280,000,000 33.4%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Farnell Profits Limited實益擁有，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原先由已故黃賽峰先生（「黃先生」）
持有，現時為已故黃先生之遺產一部分。本公司董事黃琼靜女士及黃琼敏女士為上述遺產之受益人，
彼等於Farnell Profits Limited之股份權益於完成已故黃先生之遺產管理後方可予確定。

2. 該等股份由黃琼敏女士及黃春英女士共同持有。

董事於本公司認股權之權益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另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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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購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效的購股權計劃（「計劃」），旨在為向對本集團增
長及發展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人士提供獎勵及獎賞。計劃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失效。根據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向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於二
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前認購合共90,6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本公司計劃項下尚未行使購股權及期間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參與人士
姓名或類別 授出購股權日期 歸屬期間 購股權行使期間

於二零一三年
十月一日

之購股權數目 於期間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之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
行使價

於購股權
授出日期
之本公司
股份價格

港元 港元

執行董事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日

即時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500,000 – 4,500,000* 0.19 0.19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500,000 – 4,500,000* 0.19 0.19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500,000 – 4,500,000* 0.19 0.19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500,000 – 4,500,000* 0.19 0.19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4,500,000 – 4,500,000* 0.19 0.19

非執行董事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日

即時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日

即時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1,500,000 – 1,500,000* 0.19 0.19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1,500,000 – 1,500,000* 0.19 0.19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1,500,000 – 1,500,000* 0.19 0.19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1,500,000 – 1,500,000* 0.19 0.19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00,000 – 500,000* 0.1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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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士
姓名或類別 授出購股權日期 歸屬期間 購股權行使期間

於二零一三年
十月一日

之購股權數目 於期間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之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
行使價

於購股權
授出日期
之本公司
股份價格

港元 港元

一名董事之
聯繫人士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日

即時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2,000,000 – 2,000,000* 0.19 0.19

僱員 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日

即時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460,000 (600,000) 4,860,000* 0.19 0.19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460,000 (600,000) 4,860,000* 0.19 0.19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460,000 (600,000) 4,860,000* 0.19 0.19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460,000 (600,000) 4,860,000* 0.19 0.19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5,460,000 (600,000) 4,860,000* 0.19 0.19

  

76,300,000 73,300,000  

*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可予行使 73,300,000 

有關購股權計劃之進一步詳情，股東可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刊發之二零一三年
年報。

董事收購股份及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及「購股權計劃」兩節所披露者外，於期間內
任何時間，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或行使可藉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
券獲益之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作出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於任何其
他法人團體取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除「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及「購股權計劃」兩節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人士
登記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予以記
錄。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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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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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有關的財務申報事宜。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主席以及本公司財務董事梁志輝先生組成，負
責檢討及評估執行董事薪酬待遇以及不時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黃琼靜女士、黃琼敏女士及梁志輝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負責委任新董事。為維持董事會質素，使其具備均衡技能及經驗，委員會將於有
需要時物色合資格人士出任董事。評估受委任者是否適合出任董事時，委員會將考慮彼之
經驗、資歷及其他相關因素。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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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獨立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黃琼靜女士於報告期間同時出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於黃女士身兼兩
職有助維持本公司政策之持續性及本公司營運之穩定性，故現階段屬適當做法，且符合本
公司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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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續)
守則條文第A.4.1及第A.4.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1(A)條，三分一
董事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並於彼等到期重選連任時評估是否再次獲委任。董
事會認為，此舉達致相同目標，且不寬鬆於守則所載規定。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獲委任者）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
次。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1(A)條列明，主席毋須輪值告退，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時亦不得計
算在內。董事會認為，延續主席領導角色對本公司穩定性而言攸關重要，且被視為有利本
公司業務增長。董事會認為，主席現時毋須輪值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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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本公司全體董事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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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琼靜 方燕翔
黃琼敏 洪日明
梁志輝 蘇棣榮
林業攀
王天

承董事會命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琼靜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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