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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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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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至 1,220,630,000港元；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38,2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 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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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業績（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初稿載列之金額作比較，兩者之金額並
無出入。羅兵咸永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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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220,632 1,513,099

銷售成本  (1,113,584) (1,364,572)
   

毛利  107,048 148,527

其他收入 3 1,312 7,17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 21,690 (26,400)

銷售費用  (52,101) (68,394)

管理費用  (80,966) (84,705)
   

經營虧損 4 (3,017) (23,801)
   

財務收入  1,112 887
財務費用  (23,083) (35,903)
   

財務費用－淨額 5 (21,971) (35,01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520) (590)
   

   

除所得稅前虧損  (28,508) (59,407)

所得稅開支 6 (9,689) (14,289)
   

本年度虧損  (38,197) (73,696)
   

由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38,197) (73,785)
非控股權益  – 89
   

本年度虧損  (38,197) (73,696)
   

本年度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8 (3.0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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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2,689 672,430

土地使用權  25,395 25,107

商譽  2,172 2,172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21,770 25,290

預付款  57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46 –
   

  665,449 724,999
   

流動資產
存貨  124,144 143,82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02,029 360,580

應收關聯人士款項  5,382 5,974

衍生金融工具  5,826 –

銀行存款  22,564 39,2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285 90,848
   

  541,230 640,445
   

   

資產總值  1,206,679 1,365,444
   

權益
股本  67,112 57,801

股份溢價  116,778 90,210

儲備  233,006 253,05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16,896 4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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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10 – 11,081

借款  226,170 257,1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93 2,231
   

  228,563 270,4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334,467 358,982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4,450 1,992

衍生金融工具  – 6,412

借款  213,879 316,180

應付稅項  8,424 10,374
   

  561,220 693,940
   

   

負債總額  789,783 964,377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06,679 1,365,444
   

   

流動負債淨額  (19,990) (53,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45,459 67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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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根
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經重估按公允值列賬之衍生金融工具而予以修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主要會計估計，亦要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
斷。

(a)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19,990,000港元，且於截至該日止年度內本集
團產生虧損淨額38,19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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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 28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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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流動資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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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於綜合財務報表之報告日起十二個月內在財務責任到期時
予以償付。因此，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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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非
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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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本集團會計期間內強制應用：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此等準則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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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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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或之後期間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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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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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修訂本），「綜合財務報表」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本），「聯合安排」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修訂本），「於其他實體的披露權益：過渡指引」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修訂本），「投資實體」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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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號，「徵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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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預期採用上述新訂準則、詮釋及現有準則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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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已被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
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執行董事根據單一營運分部除應佔聯營公司業績、財務收入、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溢利的計量作表現評
估。執行董事僅從服務角度考慮業務。管理層透過服務角度評估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之表現，並視該等分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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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塑膠注塑成型 729,805 924,118

 裝配電子產品 430,904 488,934

 模具設計及製模 59,923 100,047
  

 1,220,632 1,513,099
  

本集團客戶基礎多元化，並包括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入10%之三名個別客
戶（二零一二年：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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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本集團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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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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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以供其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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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729,805 924,118 430,904 488,934 59,923 100,047 1,220,632 1,513,099
        

可報告分部業績 16,494 30,147 20,950 7,729 5,336 14,513 42,780 52,389
        

其他分部資料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49,079) (55,121) (15,659) (19,735) (11,011) (13,618) (75,749) (88,474)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930) (572) – – – (69) (930) (641)

可報告分部資產 757,230 819,988 163,856 220,172 105,931 114,406 1,027,017 1,154,566

本年度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 8,928 19,214 2,303 3,222 172 2,103 11,403 24,539

可報告分部負債 189,794 203,458 77,076 109,930 17,819 17,896 284,689 3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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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220,632 1,513,099
  

綜合營業額 1,220,632 1,513,099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部溢利 42,780 52,389

財務收入 1,112 887

財務費用 (23,083) (35,903)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7,723) (5,860)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費用 (38,074) (70,33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520) (590)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28,508) (59,407)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27,017 1,154,56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770 25,29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46 –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155,046 185,588
  

綜合總資產 1,206,679 1,365,444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84,689 331,28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93 2,231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502,701 630,862
  

綜合總負債 789,783 964,377
  

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六個（二零一二年：七個）主要經濟地區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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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634,655 812,977

美國 254,733 291,214

歐洲 214,210 89,006

香港 62,401 207,681

北亞 45,413 77,033

東南亞 9,220 34,641

南非 – 547
  

 1,220,632 1,513,099
  

3.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898 –

 銷售廢料 414 3,833

 其他 – 3,338
  

 1,312 7,17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淨額 1,635 189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變動 5,826 (6,412)

 遠期外匯合約之收益淨額 14,424 4,3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95) (25,496)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937
  

 21,690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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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1,113,584 1,364,572

員工成本 224,195 285,927

核數師酬金 1,710 2,018

下列各項之（撥備撥回）╱減值撥備
 －應收賬款 (94) 42

 －其他應收款 1,024 599

 －存貨 (441) 11,063

土地使用權攤銷 632 621

折舊 82,840 93,713

有關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廠房及宿舍租金 11,082 11,023

地方機關罰款 – 412
  

5. 財務費用－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112) (887)
  

財務費用
 銀行借款利息 19,750 30,087

 自一名主要股東貸款之利息 – 62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支出 – 263
  

 借款成本總額 19,750 30,412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的借款成本（附註） (39) (93)
  

 19,711 30,319

 其他財務支出 3,372 5,584
  

 23,083 35,903
  
  

財務費用－淨額 21,971 35,016
  

附註： 借款成本已按年利率 4.2%（二零一二年：4.7%）資本化為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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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10,506 11,987

過往數年撥備不足 1,867 1,816
  

 12,373 13,803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與轉回 (2,684) 486

  

 9,689 14,289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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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若干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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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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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零一三年年
底，該等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將逐步增加至25%，而一間附屬公司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獲授優惠稅率 15%，其後其適用稅率將恢復至 25%。

下文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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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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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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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 25.0%

青島偉立精工塑膠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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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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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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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38,19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3,785,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38,197) (73,78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 1,256,781 1,155,972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3.04) (6.38)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對尚未行使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轉換本公司所有尚未行使購股
權及紅利認股權證。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行使購股權及紅利認股權證具
有反攤薄作用，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98,192 241,817

應收票據 66,534 73,06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264,726 314,880

減：減值撥備 (7,843) (7,77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256,883 307,109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45,723 53,471
  

 302,606 360,580

減：預付款（非即期） (577)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總額（即期） 302,029 36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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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228,119 269,840
  

逾期：
少於一個月 17,617 26,185

一至三個月 7,309 9,682

三個月以上 11,681 9,173
  

 36,607 45,040
  
  

 264,726 314,880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20,939 225,680

應付票據 9,419 15,26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30,358 240,94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 9,861 22,55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94,248 106,571
  

 334,467 37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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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期部分 334,467 358,982
  

以下為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142,568 160,937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67,716 59,940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20,074 20,064
  

 230,358 24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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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經營業績

行業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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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業務表現
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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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630,000港元，較去年1,513,100,000港元減少292,470,000港
元或 19.33%，主要因為若干主要客戶銷售訂單減少所致。本集團之營業額仍主要來自其塑膠注塑
成型業務，佔本集團營業額之59.79%（二零一二年：61.08%），其餘則來自裝配電子產品業務以及
模具設計與製模業務，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之 35.30%（二零一二年：32.31%）及 4.91%（二零一二
年：6.61%）。

由於營業額減少，毛利減少 41,480,000港元並錄得 107,050,000港元。毛利減少主要由於回顧年度
銷售組合變動所致。

塑膠注塑成型業務

若干主要客戶銷售訂單減少直接影響塑膠注塑成型業務，而該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 729,810,000港
元，較去年 924,120,000港元減少 194,310,000港元或 21.03%。

本集團之珠海業務仍作出主要貢獻並已錄得營業額 382,66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 553,330,000港
元。同時，本集團之青島業務錄得營業額 347,150,000港元，較去年之 370,790,000港元輕微下降
6.38%。

裝配電子產品業務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裝配電子產品錄得營業額 430,900,000港元，較去年 488,930,000港元減
少 58,030,000港元或 11.87%。然而，呈報分部業績於財政年度由 7,730,000港元或 1.58%上升至
20,950,000港元或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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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設計及製模業務

於回顧財政年度，模具設計及製模分部因經濟低迷而受到負面影響，原因是客戶減少產品開發活
動。該分部錄得營業額59,920,000港元，較去年100,050,000港元減少40,130,000港元或40.1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產生其他收益淨額 21,6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其他虧損淨額
26,400,000港元），主要包括匯兌收益淨額 21,890,000港元。

銷售費用

銷售費用於回顧年度達 52,100,000港元，較去年 68,390,000港元減少 16,290,000港元或 23.82%。
該減少乃由於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營業額下降所致。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於回顧年度達 80,970,000港元，由去年 84,710,000港元減少 3,740,000港元或 4.42%。該
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數量減少及人員開支因此下降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於回顧年度減少 35.71%至 23,0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5,900,000港元），主要由於回
顧年度較低銀行借款水平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產生虧損 3,52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9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越南
聯營公司產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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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103,850,000港
元（二零一二年：130,070,000港元），當中 22,5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2,7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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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以美元（「美元」）計值、55.47%以
人民幣（「人民幣」）計值及 0.78%以港元（「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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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附息借款為 440,0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573,310,000港元）。借款總額中 18.68%以人民幣計值、75.87%以美元計值及 5.45%以港元計值，
到期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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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213.88 48.60 316.18 55.15

一年後但兩年內 31.02 7.05 31.02 5.41

兩年後但五年內 195.15 44.35 226.11 39.44
    

借款總額 440.05 100.00 573.31 1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103.85)  (130.07)
    

借款淨額 336.20  443.24
   

本集團之淨附息借款總額為 336,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43,240,000港元），分別佔總資產之
27.86%（二零一二年：32.46%）及權益總額之 80.64%（二零一二年：110.51%）。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減少 33,510,000港元至 19,990,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53,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之銀行融資
28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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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為 416,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01,070,000港
元）。本集團的總資產為 1,206,6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365,440,000港元），其中 52.88%（二
零一二年：51.09%）為物業、廠房、設備及土地使用權。

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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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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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已產生匯兌收益淨額 21,8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匯兌虧損淨額
1,840,000港元），主要由於遠期外匯合約已變現收益 14,420,000港元、未變現匯兌收益 1,640,000

港元及未變現遠期外匯合約收益 5,83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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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風險。本集團之若干銷售交易以美
元計值。鑒於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本集團面臨有關以美元
計值之若干應收賬款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平倉遠期外匯合約為 36,8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
56,400,000美元）。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外匯風險，確保其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 3,755名（二零一二年：4,335名），於回顧年度，
本集團的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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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董事酬金及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為
213,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73,490,000港元）。員工成本下降乃主要由於於回顧年度聘用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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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提高員工之專業知識、福利及
待遇對吸納及挽留致力支持本集團未來發展之優質員工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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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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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及挑戰

電子製造服務行業前景仍不明確，且本集團將在極具挑戰及競爭力的環境下繼續營運。

在此方面，本集團將持續注重於提高生產效率及生產力。此外，本集團將專注於提高利潤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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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草擬本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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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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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等概無保留意見，謹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內容有關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淨額 38,197,000港元，且於當日， 貴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
19,990,000港元。該等狀況連同附註 1所述其他事宜顯示存在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
生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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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整個回顧年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就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而偏離守則第A.2.1

條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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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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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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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
易守則」），其要求之標準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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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守則及上市規則附錄十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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