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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威 鋮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2）

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增長 8.86%至 1,629,530,000港元；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61,050,000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 6.22港仙。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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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初稿載列之金額作比較，兩者之金額
並無出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本公佈所進行之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保證委
聘，因此核數師不就本公佈發表任何保證意見。此外，本公佈（包括年度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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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629,534 1,496,888

銷售成本  (1,489,201) (1,329,233)
   

毛利  140,333 167,655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4 28,301 (2,366)

銷售費用  (68,399) (60,338)

管理費用  (103,237) (85,830)
   

經營（虧損）╱溢利  (3,002) 19,121

財務費用 5(a) (39,806) (34,15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778 4,735
   

除稅前虧損 5 (39,030) (10,302)

所得稅 6 (22,128) (3,619)
   

本年度虧損  (61,158) (13,921)
   

由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61,047) (14,315)

非控股權益  (111) 394
   

本年度虧損  (61,158) (13,921)
   

每股虧損 8

基本  (6.22)仙 (1.65)仙
   

攤薄  (6.22)仙 (1.6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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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2,464 830,182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25,555 24,793
   

  808,019 854,975
商譽  2,172 2,172
遞延稅項資產  – 14,674
聯營公司權益  27,047 27,004
遞延資產  6,602 –
   

  843,840 898,825
   

流動資產
存貨  245,006 227,15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463,454 452,080
銀行存款  60,733 74,5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332 96,940
   

  884,525 850,70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525,036 488,744
附息借款  454,886 411,433
融資租賃承擔  7,962 10,051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  4,894 6,539
本期稅項  7,519 9,387
   

  1,000,297 926,154
   

   

流動負債淨值  (115,772) (75,4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28,068 823,373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6,303 29,794
附息借款  248,814 322,621
融資租賃承擔  – 6,700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  – 4,877
遞延稅項負債  1,745 1,762
   

  256,862 365,754
   

   

資產淨值  471,206 45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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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7,798 43,349

儲備  410,778 411,529
   

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權益總額  468,576 454,878

非控股權益  2,630 2,741
   

權益總額  471,206 457,619
   



5

附註：

1.(a) 遵例聲明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編製。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披露條文。

 (b) 編製基準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 115,772,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 61,158,000港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而可能對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
力構成重大疑問，本集團可能因此無法於日常業務範圍內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合共 243,914,000港元作營運資金用途。此外，本集團現時正與若干銀行協
商，以於到期時續新現有銀行貸款或獲得額外銀行融資改善流動資金狀況。董事已對其可獲知之一切事實作出
評估並認為，與銀行之良好往績記錄或關係提高本集團於到期時續新現有銀行貸款或取得其他足夠銀行融資之
能力，以於財務責任在可預見之將來到期時予以償付。因此，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倘本集團
未能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資產值將會作出調整以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之任何進一步負債
作出撥備。有關調整之影響並未於財務報表中反映。

為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管理層須作出對政策之應用、資產、負債及收支之列報構成影響之
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估計及相關之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以及多項在當時情況下相信屬合理之其他因素而
作出，有關結果構成在未能依循其他途徑即時確切得知資產與負債賬面值時所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
與此等估計或有不同。

管理層會按持續基准審閱各項估計和相關假設。如果會計估計之修訂只是影響某一期間，相關修訂便會在該期
間內確認；如果修訂對當前和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在作出修訂之期間和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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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若干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詮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的
控股權益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修訂，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 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於附帶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之分類

由於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或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或與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業務經營並不相
關，故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概無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及地理位置劃分分部並進行管理。與內部呈報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供作出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的資料所用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並無任何營運分部合併以構成以下可報
告分部。

塑膠注塑成型 : 製造及銷售塑膠注塑成型產品及零件

裝配電子產品 : 裝配及銷售電子產品，包括裝配電子產品所產生之加工費

模具設計及製模 : 製造及銷售塑膠注塑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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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察各可報告分部應佔的業
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賬
款、預提費用和由個別分部所產生之應付票據。

收入及支出參照可報告分部所產生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
生之支出，以分配至該等可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表示方式乃「分部業績」。為得出「分部業績」，本集團的盈利就沒有具體歸因於個別分
部的項目作進一步調整，如總部或企業管理成本。

除獲得有關「分部業績」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收益（包括內部分部）、利息收入及由分部直接
管理的現金結餘及借款之費用、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和分部添置以用於其經營活動之非流動分部資產之
分部資料。

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供其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配資源
及評價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塑膠注塑成型 裝配電子產品 模具設計及製模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營業額 952,473 876,036 578,528 531,373 98,533 89,479 1,629,534 1,496,888
        

可報告分部收入 952,473 876,036 578,528 531,373 98,533 89,479 1,629,534 1,496,888
        

可報告分部業績 27,585 42,006 28,946 36,989 10,194 18,017 66,725 97,012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57,663) (61,127) (27,110) (24,481) (12,508) (11,765) (97,281) (97,373)

呆賬減值扣除╱（撥回） 5,473 (159) 3,077 – 9 (394) 8,559 (553)

可報告分部資產 920,955 941,608 329,703 377,739 158,365 143,177 1,409,023 1,462,524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 15,175 64,352 1,513 4,639 3,799 222 20,487 69,213

可報告分部負債 266,355 330,826 147,531 141,303 33,060 28,709 446,946 5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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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629,534 1,496,888
  

綜合營業額 1,629,534 1,496,888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66,725 97,01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778 4,735

財務費用 (39,806) (34,158)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4,382) (3,703)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費用 (65,345) (74,188)
  

綜合除稅前虧損 (39,030) (10,30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409,023 1,462,5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7,047 27,004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292,295 259,999
  

綜合總資產 1,728,365 1,749,527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446,946 500,838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810,213 791,070
  

綜合總負債 1,257,159 1,29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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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分部

本集團於七個（二零一零年：七個）主要經濟地區從事業務。

於呈列按地區劃分的資料時，分部收入是按客戶的所在地區呈列。

來自外界客戶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及香港除外） 804,896 737,738

香港 286,822 258,435

美國 226,535 177,392

北亞 120,184 120,159

歐洲 98,510 100,115

東南亞 50,149 37,346

南非 42,438 65,703
  

 1,629,534 1,496,888
  

4.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872 1,346

經營租賃之應收租金 33 5,942

匯兌淨收益╱（虧損） 1,683 (2,513)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虧損）淨額 14,208 (1,514)

撥回╱（確認）收購按金之減值虧損（附註 (i)及 (ii)） 4,752 (8,413)

地方機關罰款（附註 (iii)） (2,280) (57)

遠期外滙合約公允值變動（附註 (iv)） 1,391 –

遠期外滙合約收益淨額 4,037 –

其他 2,605 2,843
  

 28,301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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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投資24,442,000港元作為注資，以收購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黑龍江雍昌礦業有限公司（「黑龍江雍昌」，其主要業務為在中國黑龍江省勘探自然資源）之 51％股
權。該協議須待注資及驗資程序完成後，方告生效。

 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向黑龍江雍昌注入首期付款約 8,035,000港元（「注入資
本」）。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黑龍江雍昌之董事通過決議案，批准將支付餘額16,407,000港元之期限由二零零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延展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注資並無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管理層決
定終止於黑龍江雍昌之投資計劃，但不確定會收回支付予黑龍江雍昌之按金。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已作出 8,035,000港元之撥備。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黑龍江雍昌之董事通過決議案，批准本集團撤銷於黑龍江雍昌之投資。黑龍江
雍昌之股東亦已與本集團訂立補充協議及條款（「協議」）。協議各方同意本集團就本集團撤銷於黑龍江雍昌
之投資向其他股東支付人民幣 2,700,000元（相等於 3,283,000港元）作賠償費用（「賠償費用」）。經扣除賠償
費用後，注入資本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退還予本集團。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確認就收購按金撥回減值虧損 4,752,000港元。

(ii)  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亦就有關於中國內蒙古開採天然資源之獨家權利之磋商，向獨立第三方支付可退還
按金 5,704,000港元。為專注於現時的主要業務，管理層決定終止於內蒙古之投資計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326,000港元之按金經已退還，而 378,000港元亦已撇銷至損益賬。

(iii)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就未足額繳付之增值稅及關稅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拱北海關
繳交罰款 2,280,000港元。

(iv) 為降低所面臨的外幣風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訂立名義合約總額為44,800,000美
元（二零一零年：無）之若干遠期外滙合約，以對冲以美元計值的貿易應收賬款。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
將於一年內到期。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允值總額為1,391,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無），並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允值變動於損益賬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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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30,858 26,237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之利息 309 555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1,226 2,091
  

借款成本總額 32,393 28,883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借款成本 * (72) (73)
  

 32,321 28,810

其他費用 7,485 5,348
  

 39,806 34,158
  

*  借款成本已按年利率 4.1%（二零一零年：4.0%）資本化為在建工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489,201 1,329,233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882 2,009

－其他服務 954 1,020

呆賬之減值支出╱（撥回）
－應收賬款 5,719 (553)

－其他應收款 2,840 –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598 577

撥回╱（確認）收購按金之減值虧損 4,752 (8,413)

折舊
－其他資產 98,736 98,253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2,329 2,246

有關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廠房及宿舍租金 10,423 9,959

地方機關罰款 2,28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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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所得稅撥備 7,404 10,159

過往數年撥備不足 67 –
  

 7,471 10,159

中國附屬公司已付股息之預扣稅 – 1,27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冲銷及產生 14,657 (7,811)
  

 22,128 3,619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計提
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由於實施所得稅法，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收入須
按 25%之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惟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且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享有優惠稅率之若干附屬
公司除外。

根據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之國發（2007）第 39號關於實施所得稅法過渡優惠政策的通
知，適用於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享有優惠稅率）之所得稅稅率將自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由其前所得稅優惠稅率於五年過渡期內逐漸增至 25%。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
及二零一二年，適用所得稅稅率分別為 20%、22%、24%及 25%。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獲授予若干稅務寬免之附屬公司可繼續享有該稅務寬免，據此，該等公司有權自
首個獲利年度起獲豁免兩年中國所得稅，而於之後三年享有中國所得稅稅款減半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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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錄得虧損的威士茂電子塑膠（深圳）有限公司、威士茂科技工業
園（珠海）有限公司、海士茂電子塑膠（青島）有限公司、威士茂安商住電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及青島偉
立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以下中國附屬公司須根據標準或優惠所得稅稅率繳納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稅項：

附屬公司名稱 期間 所得稅率

威士茂電子塑膠（珠海）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 20.0%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2.0%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4.0%
 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青島偉勝電子塑膠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 10.0%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2.0%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4.0%
 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威士茂電子裝配（珠海）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至 25.0%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青島偉立精工塑膠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至 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 11.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12.5%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或者雖在中國境內設立機
構、場所但取得之收入與其在中國境內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之非居民企業，將須就多種被動收入
（如源於中國境內之股息）按 10%稅率（除非按稅收協定減免）繳納預扣稅。

根據中港雙重徵稅安排及中國澳門雙重徵稅安排及有關規定，倘香港或澳門繳稅居民為中國企業的「實益擁
有人」，並持有該中國企業 25%或以上股本權益，合資格香港或澳門繳稅居民獲中國企業派付的股息則可享
有經調低預扣稅稅率 5%。由在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持有之實體之預扣稅率為 5%。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局發佈之財稅 [2008]第 1號通知，外商投資企業在二零零八年或之後向外國投資者
分派二零零八年前之保留溢利，均可獲豁免繳納中國預扣稅。本集團須就於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有關之溢利而分派之股息繳納預扣稅。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產生之未分派溢利為數 129,79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29,791,000港元），在日後分派時毋須繳納預扣稅。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已就暫時差異34,892,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35,234,000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1,74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762,000港元），乃與
在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未分派溢利有關。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法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並無任何應課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之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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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報告期末之後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61,04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14,315,000港元）及本年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1,086,000股（二零一零年：866,976,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股權及紅利認股權證具反攤薄效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09,278 346,488

應收票據 67,096 50,096

減：呆賬之撥備 (7,729) (2,010)
  

 368,645 394,574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82,639 50,424

衍生金融工具 1,391 –

遞延資產  10,779  7,082
  

 463,454 45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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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其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07,212 318,713
   

逾期少於一個月內 37,266 45,923

逾期一至三個月 13,953 17,983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十二個月 10,214 11,955
  

已逾期款項 61,433 75,861
   

   

 368,645 394,574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限一般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320,057 286,011

應付票據 3,605 36,650

購買固定資產之應付款項 57,255 61,528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44,119 104,555
  

 525,036 488,74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個月內或要求時償還 202,736 248,843

須於一個月後惟不超過三個月償還 106,509 64,791

須於三個月後惟不超過六個月償還 14,417 9,027
  

 323,662 32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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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營業績

行業概覽

盡管本集團營業額於回顧財政年度有所提高，原材料價格及僱用成本上漲仍對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表現造成影響。

財務回顧

營業額、毛利及分部業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 1,629,53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 1,496,890,000港元，增長
132,640,000港元或 8.86%，主要由於塑膠注塑成形業務分部及裝配電子產品業務分部之營業額
增加所致。本集團之營業額仍主要來自其塑膠注塑成型業務，佔營業額之 58.45%（二零一零年：
58.52%），餘下部分則來自裝配電子產品業務以及模具設計與製模業務，分別佔營業額之 35.50%

（二零一零年：35.50%）及 6.05%（二零一零年：5.98%）。

毛利減少及錄得140,33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67,660,000港元減少27,330,000港元，主要由於原
材料耗用增加，其佔營業額 60.39%（上年為 57.30%）。

塑膠注塑成型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塑膠注塑成型部門之營業額由去年的 876,040,000港元增長 8.72%至
952,470,000港元。於回顧財政年度，該部門之毛利率由 4.80%減少至 2.90%。

按地區劃分，主要貢獻仍來自珠海業務，錄得營業額 575,77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 559,890,000

港元。此外，青島業務錄得營業額 376,710,000港元，較去年之 316,340,000港元增長 19.08%。

電子產品裝配

自上一財政年度以來，電子產品裝配業務已持續增長，並錄得營業額 578,530,000港元，較去年之
531,370,000港元增長 47,160,000港元或 8.88％。然而，主要由於原材料消耗增加，該分部毛利率
降低，由 6.96％降至回顧財政年度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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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設計及製模

雖然其他業務分部之銷售量有所增長，模具設計及製模業務錄得之營業額為 98,530,000港元，較
去年之 89,480,000港元增加 9,050,000港元或 10.11％。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 , 本集團產生其他淨收入 28,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其他虧損淨額 2,370,000

港元），主要包括外匯收益淨額7,110,000港元、出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14,210,000港元及撥回收購
按金的減值虧損撥備 4,750,000港元以及利息及租金收入 1,900,000港元。

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

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171,64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146,170,000港元相比，增加25,470,000港元
或 17.42%，主要由於於回顧年度僱員成本增加 16,650,000港元及呆賬撥備 8,560,000港元。

財務費用

雖然附息借款總額 716,550,000港元低於去年之 762,220,000港元，但財務費用增加 16.54％至
39,8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4,160,000港元），主要由於回顧年度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減至3,780,000港元，上年則為4,740,000港元，主要由於應佔越南
聯營公司之溢利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與中國之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貸款支
持其業務運作及投資活動。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176,07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171,470,000港元），當中 60,6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4,420,000港元）已抵
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信貸之擔保。現金及銀行結存中37.28%以美元（「美元」）結算、62.43%

以人民幣（「人民幣」）結算、0.29%以港元（「港元」）結算。



18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附息借款為 716,55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762,220,000港元），主要包括銀行借款703,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34,050,000港元）、融資租
賃承擔 7,9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750,000港元）及自一名主要股東之貸款 4,89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11,420,000港元）。借款總額中 24.09%以人民幣結算、37.56%以美元結算及 38.35%以
港元結算，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償還期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一年內 467.74 65.28 428.02 56.15

一年後但兩年內 248.81 34.72 83.58 10.97

兩年後但五年內 – 0.00 250.62 32.88
    

借款總額 716.55 100.00 762.22 1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76.07)  (171.47) 
   

借款淨額 540.48  590.75
   

本集團之淨附息借款總額為540,480,000港元，分別佔總資產之31.27%及股東資金總額之114.70%

（二零一零年分別為：33.77%及 129.09%）。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上升 40,320,000港元至 115,77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75,45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
243,910,000港元作營運資金。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足營運現金流，以支持其營運資金所
需。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為 471,2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57,620,000

港元），增加 2.97%，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供股籌得現金 32,650,000港元及匯兌波動儲
備增加 39,500,000港元（與年內產生淨虧損 61,050,000港元相抵銷）所致。本集團的總資產為
1,728,37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749,530,000港元），其中 46.75%為固定資產（二零一零年：
48.87%）。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6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零港元）；而經營租
賃承擔為 4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2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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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除與營運有關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結算之銷售、採購及借款。產
生風險之該等貨幣主要為港元、美元、人民幣及日圓（「日圓」）。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產生匯兌收益淨額 7,1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匯兌虧損淨額 2,510,000

港元），主要由於遠期外匯合約已變現收益 4,040,000港元、未變現匯兌收益 1,680,000港元及未
變現遠期外匯合約 1,390,000港元所致。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視外幣風險，以確保其處於可接受水
平。

由於港元與美元挂鈎，本集團預計港元持倉並無任何重大貨幣風險。本集團之若干銷售交易以美
元計值。鑒於人民幣兌美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升值，本集團面臨有關以美元
計值之若干應收賬款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履行之外滙合約為 44,80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零美
元）。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確保其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 7,932名（二零一零年：8,211名），於回顧年度，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之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和以股本結算之股份支付開支）為
311,0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61,270,000港元）。僱員成本上升主要由於中國地方機構提高最
低工資導致酬金上升所致。本集團每年更新薪酬福利並參照人力市場之現行狀況及整體經濟前景
作出適當之調整。此外，本集團之僱員亦按其表現及經驗獲得獎勵。本集團極為重視提高員工之
專業知識、福利及待遇，藉此吸納及挽留致力支持本集團未來發展之優質員工。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其香港的員工採納公積金計劃；此外，本集團亦依照中國相
關機構之規定為中國的員工向政府的退休金計劃供款。

作為一間公開上市實體，本集團實施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提供獎勵予有份參與推動本公司成功之合
資格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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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派付股息
（二零一零年：零港元）。

未來前景及挑戰

全球經濟復蘇不明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定價壓力及勞工成本持續上漲對本集團毛利率構成若
干壓力。儘管面對該等挑戰，本集團預計，透過現有客戶及新客戶的新產品開發，塑膠注塑及電
子產品裝配銷售額將維持現時水平。

鑒於面臨各種挑戰，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改善生產效率及提升生產力，以抵銷日益上升的成本及工
資的影響。管理層有信心，透過嚴格成本控制及人員編製管理，可將高企運營成本之影響降至最 

低。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之草擬獨立核數師報告之摘錄

「意見

根據吾等之意見，綜合財務報表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
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之狀況以及　貴集團於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強調事項

在沒有作出保留結論下，務請留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b )，其中載述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 61,158,000港元，而於該日，　貴集團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多
115,772,000港元。該等條件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性而可能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
問。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b )所述，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基準編製，其有效性視乎　貴
集團為其到期後之即期銀行貸款續期或獲得其他足夠銀行貸款的能力，以促使　貴集團於可預見
之將來清償到期之財務負債。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倘未能續期或取得該等銀行貸款而作出
的任何調整。」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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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守
則條文」），除偏離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之守則第A.2.1條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馬金龍先生
及顏森炎先生分別為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除擔任本公司主席職責外，馬金龍先生亦負責本
集團之策略性規劃及監督本集團業務之各方面。由於其職責與董事總經理（實際為行政總裁）之職
責重疊，因此這種情況構成對守則條文第A.2.1條之偏離。馬金龍先生作為本集團之創辦人，具有
本集團核心業務之廣泛經驗及知識，而其監督本集團業務之職責明顯對本集團大有裨益。董事會
認為，此架構並不損害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權責平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認為有關報表符合
適用之會計準則、上市規則以及適用法律、守則及規則之規定，亦已作出充份的披露。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0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成員進行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採納一項證券交易守則（「守
則」），其要求之標準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
悉有任何董事於回顧期內未有遵守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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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往來銀行、客戶、供應商、商業夥伴及監管機構對本集團之信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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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金龍

中國澳門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所有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馬金龍先生
顏森炎先生
顏秀貞女士
張沛雨先生
楊逸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代彪先生
李斯能先生
陳薪州先生

非執行董事：
顏重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