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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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S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6）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已審核之業績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已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4）
營業額 6 393,890 384,461
銷售成本  (297,431) (298,205)
   

毛利  96,459 86,256
其他收益 6 3,571 2,449
其他收入  6,064 9,48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884) (19,792)
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56,995) (49,083)
財務費用 7 (14,378) (10,01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855 –
   

除稅前利潤 7 17,692 19,303
所得稅支出 8 (7,769) (8,836)
   

本年度利潤  9,923 10,467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2,561 (6,054)
換算與海外業務公司間結餘產生
 之匯兌差額  (4,617) –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的所得稅  – –
   

  (2,056) (6,054)
   

本年度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
 全面收益總額  7,867 4,413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0 0.40分 0.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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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4） （附註4） （附註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2,315 224,361 203,837
商譽  43,313 43,313 –
無形資產  10,530 13,104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5,481 82,690 –
聯營權益  42,345 – –
    

  403,984 363,468 203,837
    

流動資產
存貨  52,585 76,443 34,99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77,272 57,491 55,818
有抵押存款  – 90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73 14,592 10,895
    

  140,930 149,433 101,70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158,973 158,544 113,249
應付稅項  2,474 3,163 –
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85,035 40,542 123,582
應付融資租約之即期部份  31 31 30
    

  246,513 202,280 236,861
    

淨流動負債  (105,583) (52,847) (135,1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8,401 310,621 68,684
    

非流動負債
應付之融資租約  25 58 93
銀行貸款之長期部份  82,000 102,000 –
遞延稅項負債  4,722 4,776 –
    

  86,747 106,834 93
    

資產淨值  211,654 203,787 68,5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724 22,724 14,495
儲備  188,930 181,063 54,096
    

總權益  211,654 203,787 6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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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合規聲明

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其為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的統稱）、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而編製。綜合
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
露規定。

本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與二零一一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惟已經採用
若干於本年度內生效並與本集團有關的新制訂╱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其載於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3內。

2. 編製基準
持續經營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持續經營基準適用之原則而編製。該等原則是否適用須視乎本集團之
可盈利業務或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多於流動資產之情況下，能否持續
存在足夠資金以供運用而定。

於編製於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乃採納持續經營基準，原因為本集團已經採取以下
行動及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

i) 本集團已採取措施改善其流動資金，取得其銀行之繼續支持。由二零一二年年初起，
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放寬過去兩年的緊縮貨幣政策，以及在國內商業銀
行增加貨幣供應，從而維持經濟增長動力，以及加大力度支持多個行業內的企業，包
括出口業。有鑑於已經與本集團往來銀行建立的良好業務關係，董事充滿信心，本集
團將可受惠於這寬鬆貨幣政策環境，並能以更優惠條款重續╱增加銀行貸款。

ii) 一如既往，倘若本集團仍有資金需求，本公司關聯公司及主要股東（「股東」）隨時向本
集團延續該等貸款╱墊款。

iii)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成功將目前深圳工廠的土地用途由工業用途更改為商住
用途。董事預期，土地價值將會因這土地用途改變而大幅上升，而該幅土地已經成為
更有價值的資產，可於不久將來用作取得不同的進一步融資（包括（但不限於）增加銀
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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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管理層充滿信心，寧波廠房（於二零一零年收購）的良好業務及財務表現將繼續為本集
團帶來穩定正現金流量。

v) 本集團不時與供應商磋商更為優惠的信貸條款。與此同時，本集團定期檢討給予客戶
之信貸期，以決定是否需要修訂。

vi) 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現有機器的狀況及於必要時更換更新型號的機器而改善生產力。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購買不同類型機器，以更換若干生產力較低的機器。這將有利於
經營效益，最終將長期增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vii) 自從本公司管理層於二零零六年出現變動以來，本集團一直大力改善生產效率、成本
效益及銷售力度，並於毛利率管理方面準備就緒，以應對環球材料價格波動及本地成
本上升所帶來的挑戰。該等措施之成效已經逐漸顯現，以多種形式出現，例如與新客
戶簽署合約、直接投入及間接費用之成本減少、毛利率改善，以及銷售額增加。

viii) 本集團將繼續其目前成功的策略，尤其是專注於邊際利潤較高的商機及信貸表現良好
之客戶，從而提高銷售的質素及回報，因而改善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

3. 主要會計政策
採用新制訂╱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已經修訂，以載入關聯方的新定義，以及提供有關與以下人士進行關聯
方交易及尚未支付結餘（包括承擔）的披露要求豁免：

(a) 控制或共同控制報告實體或對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府；及

(b) 因相同政府控制或共同控制報告實體與另一實體或對該兩個實體具有重大影響力而為
關聯方的另一實體。

本集團在其會計政策內採用新定義，惟採用後對於綜合財務報表內所作出的披露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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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度）：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度）

改進包括若干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之改進，包括以下被認為與本集團有關者：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列報」的修訂：權益變動表的澄清

修訂澄清，其他全面收益每個組成部分的對賬可在權益變動表內或財務報表附註內列報。本
集團已經決定繼續在權益變動表內列報對賬。

4. 更改功能及列報貨幣
包括在本集團各實體綜合財務報表中的項目使用有關實體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功
能貨幣」）計量。

於以前年度，董事視港元（「港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完成收購中國寧
波市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集團（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以及本集團在中國深圳市
的經營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四月重組後，董事認為，主要經濟環境已經大大改變。自此，本公
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即股息）乃得自其在中國經營的主要附屬公司的經營業務，而其功能貨幣
為人民幣。因此，董事決定將本公司的功能及列報貨幣由港元更改為人民幣，由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起生效。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的影響」，更改本公司功能貨幣已經採用預期適用法由更
改日期起應用。於更改功能貨幣日期，所有資產、負債及收益表項目已經按當天的匯率折算
為人民幣。因此，截至更改功能貨幣日期止已出現的累積貨幣折算差額已經重新分配至權益
內的其他組成部分。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更改會計估計和差錯」，更改本公司列報貨幣已經追溯
應用，而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列報的比較數字亦已經據此重列，將列報貨幣更改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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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董事已經被辨認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本集團有關經營分部的內部報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
現及向各分部分配資源。董事認為，製造及貿易業務分部及投資控股業務分部為本集團的主
要經營分部。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的利潤或招致的虧損。以下分析為出於分配資源以及
評估分部表現的目的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資料。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是按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經營業務的收入和業績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製造及 投資   製造及 投資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未分配 綜合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未分配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384,731 – – 384,731 386,910 – – 386,910

投資及其他收入 3,571 9,159 – 12,730 – – – –
        

綜合總收入 388,302 9,159 – 397,461 386,910 – – 386,910
        

分部業績 23,057 9,159 (2,001) 30,215 29,316 – – 29,316

財務費用 (11,400) (2,483) (495) (14,378) (10,013) – – (10,01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1,855 – 1,855 – – – –
        

除稅前利潤（虧損） 11,657 8,531 (2,496) 17,692 19,303 – – 19,303

所得稅費用 (7,769) – – (7,769) (8,836) – – (8,836)
        

本年度利潤（虧損） 3,888 8,531 (2,496) 9,923 10,467 – – 10,467
        

兩個年度不存在分部間銷售。

分部業績代表了在未分攤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之前，各分部取得的業績。向
主要的經營決策者報告時採用此計量方法，以便用於資源分配和分部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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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和負債

以下是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和負債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製造及 投資  製造及 投資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423,767 2,533 426,300 429,636 50 429,68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75,481 75,481 – 82,690 82,690

聯營權益 – 42,345 42,345 – – –

未分配資產 – – 788 – – 525
      

綜合總資產   544,914   512,901
      

分部負債 283,623 40,000 323,623 258,669 40,000 298,669

未分配負債   9,637   10,445
      

綜合總負債   333,260   309,114
      

為了監督分部表現以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

• 分部資產包括聯營權益、所有有形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項。所有資產均分攤至報告分部，惟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除外，因為該等
資產按集團基準管理。

• 分部負債包括其他應付賬款、計息借款及應付稅項。所有負債均分攤至報告分
部，惟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除外，因為該等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c) 其他分部資料

以下是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其他分部資料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製造及 投資  製造及 投資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貿易業務 控股業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分部資料
無形資產攤銷 2,574 – 2,574 2,352 – 2,3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183 – 19,183 16,819 – 16,819

商譽增加 – – – 43,313 – 43,313

無形資產增加 – – – 15,456 – 15,456

資本支出 27,911 33,281 61,192 30,226 82,690 112,916

利息收入 158 4 162 199 5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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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地區分部根據客戶地理位置及非流動資產位置作
出的分析詳述如下：

 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國 270,872 283,729 – –

加拿大 11,696 8,612 – –

香港 18,704 31,087 670 571

中國 21,759 4,619 327,833 280,207

歐洲 31,532 27,830 – –

其他 42,898 31,033 – –
    

 397,461 386,910 328,503 280,778
    

(e)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佔本集團製造及貿易業務分部的總收入超過10%的對外客戶收入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甲 100,880 149,467

客戶乙 47,494 57,145

客戶丙 45,327 –
  

 193,701 206,612
 

於兩個年度內，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本集團單一客戶銷售佔本集團總收入超
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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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額及收入
本集團按種類確認之營業額及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384,731 384,461

股息收入 9,159 –
  

 393,890 384,461
  

其他收益
來自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 2,841 1,970

利息收入 162 250

其他 568 229
  

 3,571 2,449
  

總收入 397,461 38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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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利潤
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13,879 9,200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股東提供的貸款之利息 126 40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第三方提供的貸款之利息 368 36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關聯公司提供之墊款之利息 – 42

應付融資租約之財務費用 5 7
  

 14,378 10,013
  

其他項目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酬及津貼 72,510 60,122

 解僱補償 1,431 841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453 1,718
  

 76,394 62,681
  

核數師酬金 635 647

呆壞存貨撥備 141 501

無形資產攤銷 2,574 2,352

存貨成本 297,431 298,20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183 16,819

匯兌虧損，淨額 – 5,358

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6,225 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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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內就稅務而言出現虧損，故於本年度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現有法規、詮釋及慣例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25%（二零
一一年：25%）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7,696 7,945

 以前年度少計提 127 –
  

 7,823 7,94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轉回及產生 (54) 891
  

本年度所得稅費用總額 7,769 8,836
  

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兩個年度派付股息。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利潤淨額為人民幣9,923,000元（二零一一
年：人民幣10,467,000元）及本年度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2,476,964,000股（二零
一一年：2,402,477,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性影響的潛在普通股，因此，兩個年度的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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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以下人士之貿易賬款及票據：
 第三者  18,018 68,468 84,885

 關聯公司  34,725 15,690 –

呆壞賬撥備  (172) (35,221) (35,142)
    

 (i) 52,571 48,937 49,74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1,095 7,198 6,07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00 – –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606 1,356 –
    

  24,701 8,554 6,075
    

  77,272 57,491 55,818
    

(i)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 30日 34,722 28,716

31 – 60日 14,728 12,235

61 – 90日 2,517 7,470

90日以上 604 516
  

 52,571 4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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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逾期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48,100 43,031
  

逾期少於一個月 4,420 5,150

逾期一個月到兩個月 38 254

逾期超過兩個月 13 502
  

 4,471 5,906
  

 52,571 48,937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結餘包括賬面值
為人民幣4,471,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5,906,000元）之應收款項，其於報告期末已
經逾期但並無減值，原因為信用狀況沒有重大改變，董事相信該等款項可悉數收回。
該等款項乃有關大量並無近期欠繳記錄之客戶。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以下人士之貿易賬款：
 第三者  36,456 51,701 41,831

 關聯公司  4,485 7,711 9,133
    

 (i) 40,941 59,412 50,9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6,114 28,029 38,432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5,583 24,063 5,985

第三者提供的貸款  5,148 5,338 5,579

關聯公司提供的貸款  40,000 40,000 –

股東提供的貸款╱應付股東的款項  1,187 1,702 12,289
    

  118,032 99,132 62,285
    

  158,973 158,544 1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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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貿易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本集團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三個月 31,756 46,928

三個月至六個月 7,138 9,336

六個月至一年 1,474 262

超過一年 573 2,886
  

 40,941 59,4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與寧波利時電器制造有限公司（「利時電器」）訂立租賃協
議。利時電器之75%權益由利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利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
98.15%權益則由本公司之主席、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李立新先生及其配偶實益擁
有。因此，利時電器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租賃協議乃有關租賃若干工廠空間及辦
公室處所予寧波利時日用品有限公司，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
三十一日，為期三年。有關公司將會收取月租人民幣635,100元。根據《上市規則》，
有關交易構成本集團之持續關連交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業績概覽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93,900,000元，較去年錄得之營業額
人民幣384,500,000元增加2.5%。年度純利約為人民幣9,900,000元，較去年之純利人
民幣10,500,000元減少5.2%。本集團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0.4分。

更改功能貨幣

於以前年度，董事視港元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完成收購中國
寧波市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集團（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以及本集團在中國深圳
市的經營業務於二零一一年四月重組後，董事認為，主要經濟環境已經大大改變。
自此，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即股息）乃得自其在中國經營的主要附屬公司的經
營業務，而其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因此，董事決定將本公司的功能及列報貨幣由港
元更改為人民幣，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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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貨幣由港元更改為人民幣將有助減少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本集團業務業績所造
成的匯兌收益╱虧損影響。

流動資金和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資產上升至人民幣211,700,000元，每股資
產淨值為人民幣8.5分。於該日，本集團總資產值為人民幣544,900,000元，其中現
金及銀行存款合計約人民幣11,100,000元。綜合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分別為人民幣
167,000,000元及人民幣81,900,000元。本公司負債對權益比率（銀行及其他借貸除
以總權益）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04.9%上升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117.6%。

資本架構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主要借貸包括一項由交通銀行深圳分行提
供為期三年的有期貸款，該筆貸款的結欠為人民幣102,000,000元，其他銀行貸款為
人民幣65,000,000元以及應付一股東、關聯公司及一第三者款項及彼等所提供之貸
款合共人民幣81,900,000元。本集團所有借貸均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結算，而借
貸之息率分別為浮息及定息。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10,300,000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8,900,000元）的若干資產已作為本集團向銀行融資的抵押
擔保。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將繼續分配合理份額之資源以用作收購、更好地利用本公司的資產及改善資
本性資產，例如添置模具及新機器，從而維持效率，以及配合生產及市場需求。當
中所需的資金，預期主要來自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其次來自其他貸款及股本融資。

業務分部資料

北美洲仍是本集團的首要市場，佔總收入的71.1%。收入來自其他巿場包括歐洲
7.9%、香港4.7%、中國5.5%及其他10.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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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新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寧波信
息科技」）與多名獨立第三者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及增資協議，據此，於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寧波信息科技於寧波威瑞泰默賽多相流儀器設備有限公司（「寧
波威瑞泰」）的股本權益增加至22.35%。因此，寧波威瑞泰成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
寧波威瑞泰的核心業務為發展及應用供石油及天然氣行業使用之分離技術及多相
流測量科學。

本集團另一項新業務投資為寧波立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寧波立立」）。於本年度
內，本集團於寧波立立的股本權益由8.826%輕微攤薄至8.538%，此乃由於寧波立
立的股份增發計劃所致，其主要目的為吸引╱留住對公司發展最具關鍵重要性的
高級行政人員。此項股份增發計劃獲得寧波立立全體股東支持。

董事認為，寧波威瑞泰及寧波立立的業務前景及增長潛力良好。本集團對該兩項
投資將於未來為本集團帶來的價值感到樂觀。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有1,463名，分佈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多
個辦公室及廠房。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會按員工的個人職責、資歷、經驗及表現而
提供及發放。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各項課程，包括管理技巧工作坊、資訊交流研討
會、在職培訓及職安課程。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惟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授予
任何購股權。

業務回顧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96,500,000元。受本集團寧波市工廠的銷售額
及利潤貢獻增加以及成本管理改善所帶動，業績較去年的毛利人民幣86,300,000元
有所改善。此外，收取新收購業務合共人民幣9,200,000元的股息亦為本集團帶來相
當收入。然而，環球市場主要材料價格波動及本集團中國工廠當地生產成本上升
（由於當地成本上漲），為成本管理帶來挑戰。此外，計劃將本集團的深圳製造工廠
搬遷至寧波市，對本集團業績亦會有若干短期負面影響，例如較高的行政支出（人
民幣7,900,000元）及支付深圳廠房僱員的遣散費新增撥備（人民幣6,800,000元）已經
反映於本集團簿冊內。本年度的財務業績已經承擔了相關較高支出及新增撥備之
短期影響的重大部分。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搬遷廠房乃有理由支持，中長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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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表現將會受惠於製造資源集中於寧波的協同效應。儘管短期如上文所述
受到影響，然而，本集團本年度利潤僅減少5.2%至人民幣9,900,000元，而去年則為
人民幣10,500,000元。

前景

進一步增強本集團在家居產品業務方面的能力及競爭力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成本控制措施及專注於較高利潤率產品及客戶的業務策略，該等
措施及策略已改善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表現。除繼續努力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例如
整合及重新調整管理及銷售資源、採購及製造規劃的結構性變動及將生產設施搬
遷）外，本集團將努力探索新業務。本集團採取主動，並繼續努力擴展客戶基礎，
特別是較高利潤率的原設備製造客戶，彼等願意投資於符合彼等特定規格的定製
產品。長遠而言，本集團將進一步提高業務發展至不同市場的程度。

本集團一直在尋求提升產品。憑藉本集團具創意的研發團隊，我們相信，我們可生
產優質產品以切合市場需求及維持良好利潤率。本集團一直在發展新產品，例如
廚房小工具、金屬矽過模烤盤及矽膠烤盤。從中短期看，我們將把新產品線多元化
以優化生產能力及抓緊市場機遇。

我們亦將密切監察環球金融市場的波動、量化寬鬆措施及不同市場經濟的反通脹
措施的直接及間接影響，並相應地調整我們的銷售及採購策略，以達到持續業務
增長及表現改善之目標。

製造廠房搬遷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宣佈，本集團位於深圳市之製造廠房計劃搬遷至
中國寧波市一事現正進行當中，預期搬遷事宜將會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完成。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本集團與關聯公司（其由主席、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李
立新先生實益擁有）訂立租賃協議以租賃寧波廠房，有關月租為人民幣635,100元。
有關租賃協議的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的公佈。廠
房搬遷後，本集團之製造廠房將會集中於同一地點。這將可進一步帶來協同效應，
提升採購、生產及物流方面之效率。有關搬遷後空置之深圳廠址（「深圳廠址」），
中國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已經批准深圳廠址之主要用途由工業用途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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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住宅及商業用途。本公司現正考慮根據有關法律及法規進一步發展深圳廠址，
以便更好地運用土地資源。目前尚未就深圳廠址之未來發展作出任何決定。本公
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在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

擴展進入具高增長潛力的新業務

本集團將繼續探索可促使本公司快速增長及為股東帶來良好回報，具有強勁增長
潛力及盈利良好的潛在業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
監控、審核及財政報告事宜，包括與本公司之外部核數師審閱本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

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聯交所頒布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聯交所頒佈之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標準守則》。所有董事均已確認，於本年度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所
載之規定標準。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有關初步公佈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業績的數字，已經獲本集團的核數師瑪澤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確認為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稿本內所列
載的金額一致。核數師就此而言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出
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所述的保證委聘，因此，
核數師對本初步公佈並無給予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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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核數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有保留
意見，其摘錄如下：

保留意見的基礎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包括於聯營公司寧波威瑞泰默賽多相流儀器設備有限公司（「寧
波威瑞泰」）的權益。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內所述，　貴集團應用權益法根據
寧波威瑞泰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的管理賬目
（於下文稱為「寧波威瑞泰管理賬目」）內所載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就其寧波威瑞泰
投資入賬。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於該日，包括在　貴集團截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貴集團應佔寧波威瑞泰利潤
及淨資產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內。

誠如　貴集團管理層所解釋，由於寧波威瑞泰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後期方成為　貴
集團聯營公司，因此，安排對寧波威瑞泰管理賬目進行審核並不切實可行，而基於
寧波威瑞泰對　貴集團的重大性，我們認為，就我們的審核而言，這屬有需要。由
於我們未能對寧波威瑞泰的財務資料進行審核或參與進行其審核，因此，我們未
能就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所
載的賬面金額（包括　貴集團於寧波威瑞泰的權益的商譽及　貴集團應佔寧波威瑞
泰期間業績）取得足夠和適當的審核憑證。因此，我們未能決定該等金額是否需要
任何調整。

保留意見

我們認為，除「保留意見的基礎」一段落內所述事宜的潛在影響外，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真實而公允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利潤及現金流量，並已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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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亦發表修改報告，加入強調事項，核數師促請垂注以下不確定因素：

強調事項

敬請　閣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其解釋董事目前正採取及擬採取之措施，以
產生足夠流動資金提供其經營業務所需資金，因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
務報表是合適的。於報告期末，　貴集團之淨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05,583,000元。持
續經營基準之有效性須視乎　貴集團未來之經營業務能否產生利潤或綜合財務報
表附註2內所詳述之措施的成效。倘若該等措施未能取得成功結果而須作出調整，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任何該等調整。我們認為，在這方面已經作出適當披露。我
們在這方面並沒有保留意見。

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的二零一二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其將會在適
當時候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李立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主席）及程建和先生，非執
行董事徐進先生及劉建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陳文深先生及 
張翹楚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