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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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降低 7.15% 至 1,513,100,000 港元；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73,790,000 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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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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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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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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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513,099 1,629,534 

銷售成本 (1,364,572) (1,489,201) 

毛利 148,527 140,333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4 (18,342)   28,301 
銷售費用  (68,394)  (68,399) 
管理費用  (84,705) (103,237) 

經營虧損 (22,914) (3,002) 
  

財務費用 5(a) (35,903) (39,80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590) 3,778 

除稅前虧損 5 (59,407) (39,030) 

所得稅 6 (14,289) (22,128) 

本年度虧損 (73,696) (61,158) 

由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73,785) (61,047) 
非控股權益 89 (111) 

本年度虧損 (73,696) (61,158) 

每股虧損 8 

基本 (6.38) 仙 (6.22) 仙 

攤薄 (6.38) 仙 (6.22)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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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2,430 782,464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25,107 25,555 

697,537 808,019 
商譽  2,172    2,172 
聯營公司權益 25,290  27,047 
遞延資產   –    6,602 

724,999 843,840 

流動資產 

存貨 143,825 245,00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66,554 463,454 
銀行存款 39,218 60,7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0,848 115,332 

640,445 884,5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367,386 525,036 
附息借款 316,180 454,886 
融資租賃承擔 – 7,962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 – 4,894 
本期稅項 10,374 7,519 

693,940 1,000,297 

流動負債淨值 (53,495) (115,7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71,504 

  
728,068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11,081  6,303 
附息借款 257,125  248,814 
遞延稅項負債 2,231  1,745 
  

270,437 
  

256,862 

      資產淨值                                                       401,067                   4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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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7,801 

  
57,798 

儲備 343,266  410,778 
 
應撥歸於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權益總額 

 
 

401,067 
  

 
468,576 

非控股權益  
– 

  
2,630 

 
權益總額 

 
 

401,067 
  

 
4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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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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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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 53,495,000 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 73,6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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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合共 210,9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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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修 

訂。其中，下列改進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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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該等變動將於本集團開始相關交易時首次生效，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尚未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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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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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內部分部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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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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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供其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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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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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118  952,473  488,934  578,528  100,047  98,533  1,513,099 1,629,534 

可報告分部收入 924,118  952,473  488,934  578,528  100,047  98,533  1,513,099 1,629,534 

可報告分部業績 30,764  27,585  7,893  28,946  14,593  10,194  53,250  66,725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55,121) (57,663) (19,735) (27,110) (13,618) (12,508) (88,474) (97,281) 
呆賬減值扣除 (572)  (5,473) – (3,077) (69)  (9)  (641) (8,559) 

  

可報告分部資產 819,988  920,955  220,172  329,703  114,406  158,365  1,154,566 1,409,023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 19,214  15,175  3,222  1,513  2,103  3,799  24,539  20,487 

可報告分部負債 203,458  266,355  109,930  147,531  17,896  33,060  331,284  446,946 

(b)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513,099 1,629,534 

綜合營業額 1,513,099 1,629,53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53,250   66,72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590)  3,778 
財務費用 (35,903) (39,806)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5,860)   (4,382)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費用 (70,304) (65,345) 

綜合除稅前虧損 (59,407) (3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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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154,566  1,409,02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290  27,047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185,588  292,295 

 
綜合總資產  

1,365,444 
  

1,728,365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31,284  446,946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633,093  810,213 

 

 
綜合總負債  

964,377 
  

1,257,159 

(c)  
地區分部    

 本集團於七個（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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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灣及香港除外）  
812,977  

 
804,896 

 美國 291,214  226,535 
 香港 207,681  286,822 
 歐洲 89,006  98,510 
 北亞 77,033  120,184 
 東南亞 34,641  50,149 
 南非 547  42,438 
   

1,513,099 
  

1,62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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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87 1,872 
經營租賃之應收租金  –  33 
匯兌淨收益 189 1,683 
  
撥回投資按金之減值虧損 

  – 4,752 
地方機關罰款（附註 (i)） (412) (2,280)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變動（附註 (ii)） (6,412) 1,391 

  
遠期外匯合約收益淨額 4,382 4,037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附註 (iii)） (25,496) 14,208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937   – 
其他  7,583  2,605 

(18,342) 28,301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就中國珠海若干附屬公司 保稅原料短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拱北海關繳交罰款41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2,280,000港元）。該個案已終結及相關罰款已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悉數繳清。 

(ii)   為降低所面臨的外幣風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訂立名義合約總額為 56,400,000 美 
  
元（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44,800,000 美元 ）之若干遠期外匯合約。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將於一年  

內到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允值變動為 6,412,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收益 1,391,000 港元），並確認為衍生金融工具，且於損益賬計算。 

(iii)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賬面值淨額為53,313,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17,520,000 港元）之若干固定資產。出售虧損 25,496,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收益 14,208,000 港元）已於損 

益內確認。該等固定資產主要指於二零零一至二零一零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並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售予獨立第三方及本公司主要股東之一間附屬公司之機械設備。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於香港的商業物業單位，帶來截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固定資產出售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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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364,572 

 
 

2,018 

  
1,489,201 

 
 

1,882 
 －其他服務 

呆賬之減值支出 
  

－應收賬款 

1,031 
 
 

42 

 954 
 
 

5,719 
 －其他應收款 599  2,840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621  598 
 撥回投資按金之減值虧損 

  –  4,752 

 －其他資產 

 

 
93,713  

 
98,736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  2,329 

 －廠房及宿舍租金  
11,023  

 
10,423 

 地方機關罰款（附註 4(i)） 412  2,280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30,087   

30,858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之利息 62  309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263  1,226 
  

借款成本總額  
30,412 

  
32,393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借款成本 * (93)  (72) 
   

30,319 
  

32,321 
 其他費用 5,584  7,485 
   

35,903 
  

39,806 

* 借款成本已按年利率 4.7%（二零一一年：4.1%）資本化為在建工程。 

折舊 

有關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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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撥備 11,987 7,404 
過往數年撥備不足 1,816 67 

13,803 7,47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冲銷 486 14,657 

14,289 22,128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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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本集團若干中國實體（即外資生產企業）在中國稅項方面可自首個盈利年度起享 

有所得稅稅率三年兩減半的稅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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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法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由於實施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

之應課稅收入須按 25% 之 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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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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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稅項： 

附屬公司名稱 
 
威士茂電子塑膠（珠海）有限公司 

期間 
 

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所得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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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5.0% 
 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青島偉勝電子塑膠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2.0% 

 
24.0%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5.0% 
 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威士茂電子裝配（珠海）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25.0% 

                                                                                           11                                                   
 



青島偉立精工塑膠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11.0% 
 
12.5%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12.5%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除非按稅務協定或安排予以減免，非中國企業居民自中國企業收取之股 
息須就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溢利按 10% 稅率繳納預扣稅。根據中港雙重徵稅安排及有關規定， 
倘香港納稅居民為中國企業之「實益擁有人」，並持有該企業 25% 或以上股權，該名合資香港納稅居民自
中 國企業獲派的股息則可享有減免預扣稅稅率 5%。就中國預扣稅而言，本集團已採納 5% 預扣稅率。 

7. 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報告期末之後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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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有人應佔虧損 73,785,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 61,047,000 港元）
及 本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55,972,000 股（二零一一年：981,086,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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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41,817 309,278 
應收票據  73,063   67,096 
減：呆賬之撥備   (7,771)   (7,729) 

307,109 368,645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53,811 82,639 
衍生金融工具          （附註 4(ii)） – 1,391 

  
遞延資產 5,634 10,779 

366,554 46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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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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69,840 307,212 

逾期少於一個月內 26,185                                 37,266 
逾期一至三個月 9,682 13,953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十二個月  863 10,214 
逾期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二年  539  － 

已逾期款項總額 37,269 61,433 

307,109 36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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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25,680 320,057 
應付票據  15,261  3,605 
購買固定資產之應付款項  11,470   57,255 
衍生金融工具（附註 4(ii) ）   6,412   －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08,563                              144,119 

367,386 52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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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須於一個月內或要求時償還  
160,937  

 
202,736 

須於一個月後惟不超過三個月償還 59,940  106,509 
須於三個月後惟不超過六個月償還 20,064  14,417 
  

240,941 
  

32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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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營業績 

行業概覽 

儘管於回顧上半年錄得極佳營業額 862,330,000 港元，全球經濟仍然低迷及客戶終端產品需求下  
  

滑 ，本集團下半年業務表現因此不景，錄得營業額 650,77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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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100,000 港元，而去年則為1,629,530,000 港元，降低  
  

116,430,000 港元或 7.15%，主要因為全球經濟環境疲軟導致需求下降所致。本集團之營業額仍主  

要來自其塑膠注塑成型業務，佔營業額總額之 61.08%（二零一一年： 58.45%），其餘則來自裝配 

電子產品業務以及模具設計與製模業務，分別佔營業額之 32.31%（二零一一年：35.50%）及 6.61% 
(二零一一年：6.05%)。 

儘管營業額下降，毛利卻增加並錄得148,53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140,330,000 港元增加  

8,200,000 港元。較高毛利乃主要歸因於回顧年度勞動 效率提升及生產費用較低。 

塑膠注塑成型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塑膠注塑成型分部仍保持穩定並錄得營業額輕微減少，由去年的  
  

952,470,000 港元降至 924,120,000 港元，相當於銷售額下降 2.98%. 
  

按地區劃分，珠海業務仍作出主要貢獻並錄得營業額 553,330,000 港元，而去年則為 575,770,000 
  

港元。同時，青島業務錄得營業額 370,790,000 港元，較去年之 376,700,000 港元輕微下降 1.57%。 
  

裝配電子產品 

全球經濟低迷及客戶終端產品需求下滑對裝配電子產品業務產生直接影響。該分部錄得營業額  

488,930,000 港元，較去年之578,530,000 港元下降89,600,000 港元或15.49%。該分部毛利率惡  
  

化，由 5.00％降至回顧財政年度之 1.61％，主要由於原材料消耗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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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設計及製模 

儘管其他業務分部銷售額較低，模具設計及製模業務表現略高於預期並錄得營業額 100,050,000 港 

元，而去年則為 98,530,000 港元，相當於增加 1,520,000 港元或 1.54%。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產生其他虧損淨額18,34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其他收入淨額  
  

28,300,000港元），主要包括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淨額25,500,000港元及外匯虧損淨額1,840,000港 

元，並被利息收入 890,000 港元及其他收入淨額 8,110,000 港元抵銷。 

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 

於回顧財政年度，銷售費用及管理費用為153,1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171,640,000港元相比，
減少18,540,000港元或 10.80%，主要由於回顧年度內僱員成本減少 13,060,000 港元及較低呆賬撥
備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減少 9.82% 至 35,9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39,810,000 港元），主要由於回顧年度較低 借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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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虧損 59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溢利 3,780,000 港元），主要 

由於其越南聯營公司產生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回顧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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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130,07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76,070,000 港元），當中 32,73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60,610,000 港元）已抵
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信貸之擔保。現金及銀行存款中41.04%以美元結算、57.42%以人民幣結算
及 1.54% 以港元結算。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附息借款為573,31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716,550,000港元），主要包括銀行借款573,31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703,700,000港元）。借款總 
  

額中 23.15% 以人民幣結算、72.79% 以美元結算及 4.06% 以港元結算，到期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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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償還期 

一年內 316.18  55.15  467.74  65.28 
一年後但兩年內 31.02  5.41  248.81  34.72 
兩年後但五年內 226.11  39.44  –  0.00 

 

借款總額  
573.31 

  
100.00 

  
716.55 

  
1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30.07) (176.07) 

借款淨額 443.24 540.48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淨附息借款總額為  443,24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540,480,000 港元），分別佔總資產之 32.46%（二零一一年：31.27%）及股東資金總額之110.51%
（二零一一年：114.70%）。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由 115,770,000 港元減少 62,270,000 港元至  

53,5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 2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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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為 401,07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471,210,000 港 

元），減少70,140,000港元乃主要於年內產生虧損淨額所致。本集團的總資產為1,365,44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1,728,370,000 港元），其中 51.09% 為固定資產（二零一一年：46.75%）。 

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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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產生匯兌虧損淨額 1,84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匯兌收益淨額 7,110,000 
  

港元），主要由於遠期外匯合約已變現收益 4,380,000 港元、未變現匯兌收益 190,000 港元及未變現 

遠期外匯合約虧損 6,410,000 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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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計港元持倉並無任何重大貨帀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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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浮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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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平倉遠期外匯合約為56,400,000 美元（二零一一年： 
  
4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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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 4,335 名（二零一一年： 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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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1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311,010,000 港元）。僱員成本下降乃主要由於年內聘用僱員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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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未來前景及挑戰 

鑒於全球經濟存在不明朗因素，本集團運營環境將持續面臨挑戰。電子製造服務（「 E M S」）行業競 

爭激烈及來自客戶的定價壓力以及日益上升的生產成本預期將進一步擠壓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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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將持續，而本集團將著重改善生產效率及提升產能。另外，本集團 

專注於提高利潤率，向其客戶提供全方位綜合服務，包括產品設計服務、模具設計及製模服務、 

加工印刷電路板、塑膠注塑製造及裝配完成品。 

近期中國與日本的政治沖突或會干擾若干在華日企的生產，且本集團的部分現有客戶可能受到

影響。然而，本集團業務受到這些潛在干擾的程度及影響仍存在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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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允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

二零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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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載述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 貴集團之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 53,495,000 港元，且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  貴集團產生虧損 73,6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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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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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守則」）於 二 

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經修訂及更名為企業管治守則（「 經修訂守則」））中所列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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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經修訂守則期間已採納所有前守則的守則條文，惟與以下詮釋 

之守則條文第 A.2.1 條有所偏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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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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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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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有任何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有遵守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0 之規
定。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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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力支持，致以誠摯謝意。本人亦藉此機會衷心感謝董事、管理團隊、員工之竭誠奉獻、忠誠不 

渝及所作貢獻，使本集團得以克服年內遇到的重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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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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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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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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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