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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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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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緒言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有關中期業績未經
本集團之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惟已由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及董事
會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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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683,231 862,332

銷售成本  (615,948) (759,373)
   

毛利  67,283 102,959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 16,345 (12,788)

其他收入  1,565 1,517

銷售費用  (26,589) (35,041)

管理費用  (38,211) (42,076)
   

經營溢利  20,393 14,571

財務費用－淨額 4(a) (12,314) (19,12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38) (87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6,341 (5,428)

所得稅開支 5 (3,577) (6,822)
   

本期間溢利╱（虧損）  2,764 (12,250)
   

由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764 (12,339)

非控股權益  – 89
   

本期間溢利╱（虧損）  2,764 (12,250)
   

本期間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
 收益╱（虧損） 7

基本  0.23 港仙 (1.07) 港仙
   

攤薄  0.22 港仙 (1.07)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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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0,923 672,430

土地使用權  25,363 25,107

商譽  2,172 2,172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23,552 25,29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95 –
   

  704,405 724,999
   

流動資產
存貨  110,184 143,82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352,379 366,554

衍生金融工具  5,841 –

銀行存款  35,225 39,2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638 90,848
   

  581,267 640,445
   
   

資產總值  1,285,672 1,365,444
   

權益
股本  65,188 57,801

儲備  378,747 343,26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43,935 401,06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 11,081

借款  241,759 257,1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05 2,231
   

  244,464 27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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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330,350 360,974

衍生金融工具  – 6,412

借款  258,371 316,180

應付稅項  8,552 10,374
   

  597,273 693,940
   
   

負債總額  841,737 964,377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85,672 1,365,444
   

流動負債淨額  (16,006) (53,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88,399 67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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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財政年結日為七月三十一日。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從而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
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存在差異。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之會
計政策時會作出重大判斷，而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
表中所應用者相同。

除下述者外，編製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運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所用者一致。

(i) 採用現有準則之修訂之影響

下列現有準則之修訂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與本集團相關且須按規定執行：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採納此等準則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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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之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下列已刊發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對本集團具有強
制性，且未被本集團提早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 「個別財務報表」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3;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聯合安排」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允值計量」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修訂本）

「過渡指引」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的年度改進」１；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採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16,006,000港元。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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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解決其債務。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 23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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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改善流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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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之能力，以於在中期財務資料之結算日起十二個月內在財務責任到期
時予以償付。因此，該等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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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調整之影響
並未於中期財務資料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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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

本集團之業務按業務性質及地理位置劃分分部並進行管理。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的資料所用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已確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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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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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一間聯營公司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賬
款、應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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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盈利情況進一步調整的項目沒
有具體歸因於個別分部，如總部或企業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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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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折舊、攤銷及減
值虧損和增加至分部於其經營活動中所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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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內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
載列於下文。

 塑膠注塑 裝配 模具設計
 成型  電子產品  及製模 綜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400,814 522,749 245,904 277,222 36,513 62,361 683,231 862,332
        

　可報告分部收入 400,814 522,749 245,904 277,222 36,513 62,361 683,231 862,332
        

　可報告分部業績 16,535 23,702 13,849 8,516 2,372 16,330 32,756 48,548
        

於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780,900 819,988 205,296 220,172 108,114 114,406 1,094,310 1,154,566

　期內非流動
　 分部資產增加 2,792 3,416 1,578 1,684 16 1,942 4,386 7,042

　可報告分部負債 186,002 203,458 90,273 109,930 10,325 17,896 286,600 3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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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之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可報告分部收入 683,231 862,332
  

綜合營業額 683,231 862,332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可報告分部溢利 32,756 48,54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38) (879)

財務費用－淨額 (12,314) (19,120)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3,433) (2,991)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8,930) (30,98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341 (5,428)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94,310 1,154,56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23,552 25,29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167,810 185,588
  

綜合總資產 1,285,672 1,365,444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86,600 331,284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555,137 633,093
  

綜合總負債 841,737 96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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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地理位置劃分之收益

按下列地理位置分析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355,624 467,509

美國 122,156 143,849

歐洲 120,816 45,699

香港 44,421 122,324

北亞 31,356 53,084

東南亞 8,858 29,321

南非 – 546
  

 683,231 862,332
  

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2,204 1,3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淨額 2 (19,696)

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允值變動 5,841 1,843

遠期外匯合約之收益淨額 8,298 2,795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937
  

 16,345 (1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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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費用－淨額：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77) (355)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借款利息 11,875 16,431

自一名主要股東借款之利息 – 62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 241
  

借款成本總額 11,875 16,734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借款成本 (39) (51)
  

 11,836 16,683

其他費用 1,255 2,792
  

 13,091 19,475
  

  

財務費用－淨額 12,314 19,120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615,948 759,373

土地使用權攤銷 313 310

折舊
–其他資產 41,414 48,057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 1,208

有關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廠房及宿舍租金 5,174 5,425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9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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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498 6,338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與轉回 (1,921) 484
  

 3,577 6,822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計提
香港利得稅準備。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獲授予若干稅務寬免之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可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獲豁免兩年
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享有中國所得稅減免 50%。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須
按25%之標準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惟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獲享優惠稅率之附屬公司除外，在該情況下，至
二零一三年年底，適用稅率將逐步增加至 25%。

下文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利中國附屬公司適用之優惠稅率：

附屬公司名稱 期間 所得稅稅率

威士茂電子塑膠（珠海）有限公司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 25.0%

青島偉勝電子塑膠有限公司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0%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 25.0%

青島偉立精工塑膠有限公司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5%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5%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 25.0%

根據企業所得稅規則及法規，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溢利宣派之股息須
繳納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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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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i) 應付本公司股本持有人之中期股息

本公司不建議於報告期末後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股息。

(ii) 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之應付本公司股本持有人之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報告期末後批准或派付上一財政年度之股息。

7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2,76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 12,339,000港
元）及於本期間及前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港元） 2,764 (12,33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 1,212,005 1,155,96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0.23 (1.07)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已對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
股。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的購股權及紅利認股權證具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就購股權及紅利認股權證而言，計算乃根據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之貨幣值作出，用以
釐訂原應轉換以公允值（釐定為本公司股份之定期平均股價）收購之股份數目。下文所計算之股份數目乃與
假設購股權及紅利認股權證獲行使而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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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千港元） 2,764 (12,33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之普通股（千） 1,212,005 1,155,968

購股權調整（千） 3,035 –

紅利認股權證調整（千） 50,507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 1,265,547 1,155,968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0.22 (1.07)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32,461 241,817

應收票據 79,129 73,06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311,590 314,880

減：減值撥備 (7,870) (7,77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303,720 307,109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48,659 59,445
  

 352,379 366,554
  

以下為逾期付款期間對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付票據的帳齡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63,260 269,840
  

逾期少於一個月 26,756 26,185

逾期一至三個月 8,330 9,682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十二個月 5,374 1,402
  

已逾期款項 40,460 37,269
  

  

 303,720 307,109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限一般為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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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11,575 225,680

應付票據 15,694 15,26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27,269 240,941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11,685 22,55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1,396 108,563
  

 330,350 372,055

減：購買機器及設備之應付款項之非即期部分 – (11,08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即期 330,350 360,974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對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145,460 160,937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到期 60,486 59,940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21,323 20,064
  

 227,269 24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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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營業績

概覽

全球經濟低迷及客戶（尤其亞洲遠東地區客戶）對終端產品需求下滑令本集團上半年業務表現不景。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為 683,230,000港元，較同期之 862,330,000港元，減少
179,100,000港元或 20.77%。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毛利由同期 102,960,000

港元減少35,680,000港元至67,280,000港元，或由佔截止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收入之
11.94%下滑至佔收入之 9.8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額由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之 53,500,000港元改善至
16,010,000港元，此乃由於營運現金流量改善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新股發
行所得注資。

塑膠注塑成型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核心業務仍然是塑膠注塑成型分部，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58.66%。該分部營
業額減少至 400,810,000港元，而同期錄得 522,750,000 港元，減少 121,940,000港元或 23.33%。

裝配電子產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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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該分部
錄得營業額 245,900,000港元，較同期之 277,220,000港元減少 31,320,000港元或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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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設計及製模業務

模具設計及製模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旨在招攬新客戶及為現有客戶開發新產品。然而，回
顧期內終端產品之市場需求疲弱，模具設計及製模分部錄得 36,510,000港元之營業額，而同期則
錄得 62,360,000港元，大幅下滑 25,850,000港元或 41.45%。

銷售費用

銷售費用為26,590,000港元，而同期錄得35,040,000港元，減少8,450,000港元或24.12%。銷售費
用減少大部分是由於因為銷售貨運費較低，與回顧期內銷售額較低一致。

管理費用

於回顧期內，管理費用為 38,210,000港元，而同期錄得 42,080,000港元，減少 3,870,000港元或
9.20%。該減少主要是因管理員工人數減少而令所支付的工資減少。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 16,3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淨額 12,790,000港元），主
要包括外匯收益淨額 16,340,000 港元。

財務費用－淨額

財務費用淨額減少35.62%或6,810,000港元至12,3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9,120,000港元），主
要由於回顧期內較低銀行借款及計息其他應付款項減少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本集團錄得應佔聯營公司虧損1,7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80,000港元），歸因於越南聯營公司。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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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製造服務行業競爭激烈，
而來自客戶的定價壓力及日益上升的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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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久將來可能將持續，而本集團將投入更多精力改善生產效率。
另外，本集團將繼續提高利潤率，向其客戶提供全方位綜合製造服務。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與中國之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為
其業務運作及投資活動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存款
112,8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130,070,000港元），其中 30,05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32,730,000港元）乃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之擔保。現金及銀
行存款中51.04%以美元（「美元」）計值，47.77%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1.19%以港元（「港元」）
計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履行銀行借款總額為 500,13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573,310,000港元）。借款總額中 77.24%以美元計值，18.70%以人民幣計值，及 4.06%

以港元計值，償還期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償還期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一年內 258.37 51.66 316.18 55.15

一年後但兩年內 31.03 6.20 31.02 5.41

兩年後但五年內 210.73 42.14 226.11 39.44
    

借款總額 500.13 100.00 573.31 1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2.86)  (130.07)
   

借款淨額 387.27  443.2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 16,0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53,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231,000,000港元作
營運資金用途。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足營運現金流，足以支持其營運資金所需。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取得貸款及貿易融資額度而作出抵押之若干資產賬面總值
為 402,7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414,8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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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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人民幣及日圓。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產生外匯收益淨額
16,3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外匯收益淨額 5,970,000港元），此乃由於遠期外匯合約已變現收益
8,300,000港元、未變現外匯收益 2,200,000港元及未變現遠期外匯合約收益 5,840,000港元所致。

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交易以美元計值而若干付款並非以美元而以人民幣、港元及日圓支付，鑒於
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兌美元之浮動，本集團面臨就以美元計值之若干應收賬款承受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未履行之遠期外匯合約之名義金額為 45,9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56,400,000美元）。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將其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 4,107名員工（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4,335名）。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僱員薪酬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員工成本（不包括董
事酬金及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為 103,7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43,040,000港元）。員
工成本下降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內聘用僱員減少所致。本集團每年檢討薪酬福利並參照人力資源
市場之現行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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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識到需要提高員工之專業知識、福利及待遇，藉此為本集團之未來發展吸納及挽留
具素質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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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本公司之成功的合資格
董事及僱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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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
資料審閱報告草擬本之摘要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強調事項

我們注意到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當中載述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流動負債超出流
動資產16,006,000港元。此狀況連同附註1所述的其他事項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引起
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的重大疑問。我們的結論並無就此事項作保留意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業績，並認為有關報
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標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以及適
用法律、守則及規則之規定，並已作出充份的披露。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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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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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0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證券買賣守
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有關上市發行人的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
則。

於回顧本期間內，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證券買賣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金龍

中國，澳門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所有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金龍先生 張代彪先生
顏森炎先生 李斯能先生
顏秀貞女士 陳薪州先生
張沛雨先生 

 非執行董事：
 顏重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