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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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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如下： 
 
綜合收益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47,281  288,298
銷售成本  (133,106)  (164,479)

毛利  114,175  123,819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3 4,557  5,882

分銷及銷售費用  (17,648)  (20,632)

行政費用  (45,204)  (42,885)

除稅前溢利 5 55,880  66,184

所得稅 6 (10,285)  (10,921)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5,595  55,263

    

每股盈利 7   

   -  基本及攤薄   0.142 港元  0.173 港元

    

 

           DATRONIX HOLDINGS LIMITED 
連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9）  

d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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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45,595  55,263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3,872  2,764

重估自用土地及樓宇之(虧損)/盈餘  (1,166)  1,286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2,706  4,0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48,301  5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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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706  38,972

預付租賃款項  18,878  19,087

  53,584  58,059

    

流動資產    

存貨  76,536  77,765

預付租賃款項  627  586

應收最終母公司款項  29  2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  -

儲稅券  13,624  13,624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45  1,508

應收賬款 8 26,812  36,53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10,226  246,648

  429,114  376,68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7,782  11,808

撥備  15,215  11,158

即期稅項  18,110  13,978

  51,107  36,944

流動資產淨值  378,007  339,74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1,591  397,80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2,903  3,337

資產淨值  428,688  394,467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32,000  32,000

儲備  396,688  362,467

權益總額  428,688  39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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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遵守聲明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之會

計準則而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公司條例之

披露規定。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載列如下。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財務資產及負債已按公平值計量

(如適用)。除非特別標明，此等財務報告均以千位近似值港元為單位。 
 
編製此等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

響政策之應用及所申報之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等數額。該等估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管理層相信

於該等情況下乃屬合理之各項其他因素為基準而作出，所得結果構成管理層就目前未能從其他來源而得出的資

產及負債之賬面值所作出估計之基準。實際數字或會有別於估計數字。  
 
本集團持續就所作估計及相關假設作出評估。會計估計之變動如僅影響當期，則有關會計估計變動將於當期確

認。如該項會計估計變動影響當期及以後期間，則有關會計估計變動將於當期及以後期間確認。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一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及新詮釋，上述準則及詮釋

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度開始生效。當中以下變更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聯：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八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

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二零零七年修訂），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之修訂本

及詮釋與本集團已採用之政策相一致，因此該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該等變更之其他

影響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規定分類之披露須以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監管及管理本集團之方式為基準，

各可報分部之報告金額為向本公司首席營運決策人匯報用於評估分部表現並用作有關營運事項之決策之

計量方法。因呈報方式與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之內部呈報方式一致，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未引致重新劃分以往年度之分部資料。 

 
 因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二零零七年修訂），年內與股東交易所產生的股本權益變動須與其他收益

及開支分開，獨立呈報在一經修訂的綜合權益變動表。所有其他收入及支出若須確認為本期損益時，在

綜合收益表內呈列；其餘的在綜合全面收益表（一個新的主要報表）內呈列。為與新增的呈報方式一致，

過往相關數據已作出改動。呈報方式的變動對在以往任何一個年度已呈報的損益、總收益和開支或資產

淨值並無影響。 
 
 
 
 
 
 
 
 
 



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                                                              連達科技控股   

5 

2. 編製基準 (續)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先前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並無構成重大影響，故毋

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惟尚未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

以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

之改進一部份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之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19 ─ 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彼等間之

互動關係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7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或會影響業務合併（如收購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

年度報告期間開始時或之後進行）之會計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其他全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營業額   

貨品銷售 247,281  288,298

   
b)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896  5,169
政府資助 1,780  -
雜項收入 512  713

 4,188  5,882
其他收益淨額   

匯兌收益淨額 369  -
總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4,557  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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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要求

以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在分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的有關集團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

經營分部的基準。與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比較，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不會導致集

團重新界定其呈報分類，而分部損益之計量方法亦無變動。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海外市場從事製造及買賣電子元件。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其綜合財務資料，以

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分配決策。因此，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 
 
a)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地區分部資料如下： 
         美 利 堅             
  香 港  中國 合 眾 國 歐 洲 其 他  抵 銷  合 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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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業 額              
對 外 銷 售  1,234  3,257  -    -  223,270 255,528 8,561 11,505 14,216 18,008  -    -    247,281 288,298

分 部 間 銷 售  308,201  329,694  -    -  114,168 129,777 2,273 3,503 -  -    (424,642)  (462,974)  -  -  

合 計  309,435  332,951  -    -  337,438 385,305 10,834 15,008 14,216 18,008  (424,642)  (462,974)  247,281 288,298

              
經 營 業 績              

經 營 溢 利 / (虧 損)  56,083  56,408  (3,536)  (10,211) 5,575 14,196 (4,490) (254) -  -    352  876  53,984 61,015

利 息 收 入  987  4,044  788  972 120 135 1 18 -  -    -    -    1,896 5,169

除 稅 前 溢 利              55,880 66,184

所 得 稅                (10,285) (10,921)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45,595 55,263

 
b) 有關主要客戶資料： 

於相應年度，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之唯一經營活動買賣電子元件之收入總額逾 10%，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76,591  80,166
客戶乙   67,863  57,200
客戶丙 43,631  53,026

 188,085  190,392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存貨成本 133,106  164,479
折舊及攤銷 6,124  6,432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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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所得稅在綜合收益表中是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4,961  5,296
   

即期稅項－海外   
本年度撥備 2,254  5,90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190  -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 (120)  (278)

 10,285  10,921
 
於二零零九年，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二零零八年：16.5%)。 
 
在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繳納按 25%（二零零八年：25%）稅率計算之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於其他司法權區

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 45,595,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55,263,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20,000,000 股計算（二零零八年：320,000,000 股普通股）。 
 
由於在兩個匯報期內並無存在任何具有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之間。於結算日的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十日內 19,066  20,629
三十一至六十日 6,018  13,563
六十一至九十日 1,273  1,954
九十日以上 722  975
 27,079  37,121
減：呆賬撥備 (267)  (586)
 26,812  36,535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7,667  6,982
其他應付款項 3,112  639
暫收款項 319  323
應計薪金 4,673  143
應計費用 2,011  3,721
 17,782  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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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續) 
於結算日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十日內 7,056  5,900
三十一至六十日 374  963
六十一至九十日 83  114
九十日以上 154  5
 7,667  6,982
 

10.   保留溢利 
本集團之除股息後溢利約 337,58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302,869,000 港元）已經保留及結轉。 

 
11.   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0.012 港元（二零零八年：每股 0.022 港

元），合共 3,840,000 港元。年內亦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022 港元（二零零八年：每股 0.042 港元）。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發出之報告 
以下是摘自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對綜合財務報表發出之核數師報告： 
 
意見免責聲明之基準 
1) 範圍限制 – 香港利得稅 

本公司附屬公司 Datatronic Limited （「Datatronic」）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收到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出六

項補加稅評稅，內容有關稅務局不同意 Datatronic 根據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 21 號「利潤的來源地」提出

之離岸申請。該六項補加稅評稅要求繳納之補加稅合共 37,659,061 港元，即 2003/04 至 2008/09 課稅年度之補加

稅合共 32,221,777 港元，而 2009/10 課稅年度之補加稅則為 5,437,284 港元。董事認為 Datatronic 並無繳納該等補

加稅之責任，並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就上述六項補加稅評稅提出反對。有關反對尚未結束。然而，吾等

獲提供之審核證據有限。吾等無法就補加稅進行所需之審核程序以獲取足夠肯定。誠如財務報表附註 27 所述，

2003/04 至 2009/10 課稅年度之補加稅未有作出撥備。並無其他完善的審核程序足以讓吾等採納可確定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利得稅撥備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誤導成份。 
 
2) 範圍限制 – 加州利得稅 

本公司於美國註冊位於加州羅莫蘭之附屬公司 Datatronic Distribution, Inc. （「DDI」）正受加州稅務局（「加州稅

務局」）調查有關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稅務年度之統一企業所得稅。加州稅務局聲稱

DDI 未有遵守加州 Water’s Edge 稅收規定有關統一企業公司之申報及以全球基準估算收入之規定。有關調查仍

在進行中。作為回應有關調查，DDI 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賬內就截至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加州利得稅額外提供準備，基準為 DDI 將於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其後在原有所得稅表上選擇遵從 Water’s Edge 的規定。然而，吾等可取得之審核證據有

限。吾等無法進行所需之審核程序以獲取足夠肯定上述撥備之額外加州所得稅是否足夠。並無其他完善的審核程

序足以讓吾等採納可確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利得稅撥備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

大誤導成份。 
 

鑑於上文「意見免責聲明之基準」一段所述有關香港利得稅及加州利得稅之範圍限制，吾等無法取得足夠適當審核

證據以便審核意見提供基準。對數字作出任何調整均會對本年度溢利、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資產及綜

合財務報告有關披露造成相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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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免責聲明：於財務報表所表達意見之免責聲明 
根據上文所述，核數師並未有就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及公平反映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事務以及本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及現金流動狀況以及是否己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妥為編製而發表意見。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內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0.012 港元，合共 3,840,000 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1712-1716 室。股息支票將約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寄出。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經濟疲弱以及最終客戶與最終用戶市場限制消費，令電子零件業在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經歷衰退。本集團因為

在接受訂單上的耽擱而受到負面影響，導致對本集團產品需求造成短期的減少。在二零零九年最後三個月，本集團

訂單數目已回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年度錄得銷售額 247,300,000 港元，較二零零八年之 288,300,000 港元，減少 14%。二零零

九年毛利錄得 114,200,000 港元，毛利率為 46%，二零零八年則為 43%。毛利得到改善主要因為二零零九年初原材料

價格下跌所致。股東應佔溢利減少 17%至 45,600,000 港元。本集團整體財政狀況維持審慎，並產生正數現金流。二

零零九年財政年度並無發行任何銀行融資，現金結餘錄得 310,200,000 港元。 
 
雖然本集團所服務的行業一直受到全球經濟下滑所折騰，惟在二零零九年底，我們察覺到好轉的跡象，電子業務開

始出現增長。儘管出現復甦跡象，我們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面對原材料價格上升及勞工工資增加的挑戰。隨著經濟

改善，原材料格價得以大幅攀升。我們預料，銅價及其他原材料價格在來年會持續上升。因為廣東省勞工嚴重短缺，

勞工工資於二零零九年最後數月出現大幅增長。此兩項因素對本公司銷售額及成本架構帶來影響，並會持續到二零

一零年。 
 
市場回顧 
通訊及網絡 
於二零零九年，通訊分部貢獻銷售額達 82,000,000 港元，而上一年度則為 76,100,000 港元，增幅為 8%。通訊市場跟

隨經濟波動，惟需求在過去一年經歷急劇收縮後在二零零九年年底開始反彈。該分部貢獻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33%。 
 
數據處理 
數據處理分部於二零零九年受惠於經濟氣氛的改善，增加 71%至 9,600,000 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則為 5,600,000 港元。

數據處理分部易受最終市場波動，銷售變化甚大。該分部貢獻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4%。 
 
工業應用物品 
工業應用物品分部銷售額於二零零九年跌至 63,1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則為 85,800,000 港元。工業訂單減少了 27%
主要因為各種工業應用所使用產品的訂單減少所致。該分部貢獻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26%。 
 
高可靠度產品分部 
該分部利用精密技術及尖端工藝，以滿足本集團最終客戶的需求，產品主要應用於軍事、航空及保健行業。截至二

零零九年止年度，源自該三個行業的綜合銷售額為 92,6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止年度則為 120,700,000 港元。

高可靠度產品分部貢獻本集團營業額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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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及航空 
軍事及航於二零零九年錄得銷售額 68,800,000 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則為 87,300,000 港元。航空業受整體經濟氣候所

帶動，而防衛業則受美國軍方財政預算及全球政局影響。 
 
保健 
該分部涵蓋醫療及保健儀器，於截至二零零九年止年度的總銷售額為 23,8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則為 33,400,000
港元，減少 29%，主要因為經濟疲弱而造成需求呆滯。 
 
成就及獎項 
本集團至今已榮獲眾多客戶頒發之 38 個獎項，以表揚本集團於產品、服務及表現的質素及價值，其中包括於二零零

九年三月獲供應商大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二零零八年」獎項。 
 
展望將來 
展望未來，受到製造商及最終用戶市場需要對採納新技術及削減生產成本所驅使，本行業將會持續增長。市場瞬息

萬變以及消費者與商業消費乃前路所面對的挑戰。本集團將集中研發新產品，並改良現有產品，以迎合客戶喜好，

從以維持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儘管面對勞工及原材料價格高漲並持續到未來數年的挑戰，我們預見本年度將出現經營及財務上的穩定。從最終市

場最近數月所看見的契機，我們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對業務狀況持續改善持樂觀態度。我們盼望能跟大家分享未

來持續的成果。最後，本人感謝各位對連達一直的支持。 
 
財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止年度錄得穩定的盈利成績。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為 247,300,000 港元

（二零零八年：288,300,000 港元）。 
 
毛利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114,200,000 港元且毛利率為 46%；而去年同期毛利為 123,800,000 港

元，其毛利率則為 43%。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止年度之溢利分別為 45,600,000 港元及 55,300,000 港元。純

利邊際利潤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18%，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 19%。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約為 428,7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394,500,000 港元）， 現金及

等同現金項目約為 310,2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46,600,000 港元）， 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安排任何銀行信貸及作其他融資安排。本集團坐擁上述之現金，

足以應付其於可見將來之營運資金需要。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債務及銀行貸款。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賬項收入及支出均以美元為單位，故只承受有限度之外匯波動風險。 
 
僱員及薪酬制度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全球各地僱用約 1,016 人，其中香港約有 100 人，中國約有 893 人，海外約

有 23 人。本集團設有員工培訓資助計劃，亦向僱員提供有關營運系統、產品及技術開發，以及產品安全之培訓課程。 
 
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本集團會考慮業績表現、市場水平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向僱員提供合適之

薪酬福利，並已為其僱員採納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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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稅務局向本公司附屬公司 Datatronic Limited（「Datatronic」）發出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四

年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及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課稅年度之最後稅款及暫繳稅評稅合共分別約為

32,221,777 港元及 5,437,284 港元（二零零八年：零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Datatronic 就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課稅年度之補加稅評稅提出反對，理由是 Datatronic 應享有 50:50 基準之離岸

申請，稅務局不應徵收補加稅。有鑑於此，本文所述之補加稅無須在綜合財務報表提撥準備。 
 
本公司於美國註冊位於加州羅莫蘭之附屬公司 Datatronic Distribution, Inc. （「DDI」）正受加州稅務局（「加州稅務局」）

調查有關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稅務年度之統一企業所得稅。有關調查仍在進行中。作為

回應有關調查，DDI 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賬內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加州利得稅額外提供準備，基準為 DDI 將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其後在原有所得稅表上選擇遵從 Water’s Edge 的規定。但此項事件尚未結束。美國之負債及有關的罰款和利息可能

會被修改。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年尾結算日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承擔約為 900,000 港元（二零零

八年：零港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本年度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並與董事會商討本集團之財務

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公司管治 
除下列分別外，本公司於年報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守則條文第 A.2.1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分開，並不可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均由 Siu Paul Y.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此兼任架構有利於建立強勢及貫徹之領導權，

使本公司能夠迅速及貫徹作出及落實各項決定。 
 
守則條文 A.4.1  
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 A.4.2  
根據守則條文 A.4.2，所有因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應在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而每名董

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之主席則毋須輪值告退或計入每年須退任之董事數目內。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已於整個年度內，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標準。 
 

刊載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 業 績 公 佈 已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 「 港 交 所 」 ） 網 頁  (www.hkex.com.hk) 及 本 公 司 的 網 站 

(www.datronixhldgs.com.hk) 刊登。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會稍後寄發予股東，並將會載列於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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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 Siu Paul Y.先生又名 Siu Paul Yin Tong（主席）、徐惠美女士

（副主席）、商承輝先生及蕭蓮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沛林先生、林德城先生及陳輝虞先生。 

 

 

                           承 董 事 會 命          

                                                                                       SIU Paul Y.  

主 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