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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6）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集團業績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1,197,100 946,222
銷售成本 (1,058,812) (792,516)

毛利 138,288 153,706
其他經營收入 11,304 3,846
利息收入 4,024 8,230
一般及行政開支 (96,984) (97,0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552) (20,414)
呆賬（撥備）撥回 (32,543) 1,450
出售證券投資之虧損 － (1,040)

經營業務溢利 2 5,537 48,733
融資成本 3 (14,798) (14,264)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63,653)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726) 1,588
分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18,06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5,805
部份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6,800)

稅前（虧損）溢利 (78,640) 16,997
稅項 4 (8,990) (8,61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虧損）溢利 (87,630) 8,384
少數股東權益 2,445 (119)

本年度（虧損）溢利 (85,185) 8,265

（重列）

每股（虧損）盈利 5 (37.9)仙 4.3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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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 納會計實務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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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計實務準則（「會
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得稅」。香港財務報告標準一詞已涵蓋香港會計師公會認可之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

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之實施，主要對遞延稅項產生影響。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乃採取收入報表負債法作出部分撥備，即就時差（預期
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之時差除外）確認負債。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則規定，除有限度之例外情況外，財務報表所列資產負債賬面值與
計算應課稅溢利所採用之相應稅基之間的一切暫時性差額，應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確認為遞延稅項。鑒於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並
無任何有關過渡性安排之具體規定，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於過往期間。二零零三年之比較數據已作相應重列。此項政策變動導致二零零三年
四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減少二佰一十八萬伍仟港元（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六十伍萬一仟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之資產重估儲備
結餘減少十四萬二仟港元（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三十四萬九仟港元）。本年度虧損增加七十五萬一仟港元（二零零三年：溢利減少一佰伍十三
萬四仟港元）。本集團資產重估儲備於本年度減少一佰伍十七萬港元（二零零三年：增加二十萬零七仟港元）。

2. 分 類資料

業務分類

為配合管理，本集團現時由三大營運部門－電纜及電線製造及貿易、銅桿及接插件所組成。該等部門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所按之基準。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纜
及電線 銅桿 接插件 其他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13,637 472,054 102,323 9,086 － 1,197,100
類別間銷售 8,152 151,691 438 － (160,281 ) －

總銷售 621,789 623,745 102,761 9,086 (160,281 ) 1,197,100

類別間銷售乃按成本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1,657 28,197 9,816 (4,866 ) 34,804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3,772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33,039 )

經營業務溢利 5,537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纜
及電線 銅桿 接插件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96.955 267,380 81,887 － 946,222
類別間銷售 7,926 124,173 789 (132,888 ) －

總銷售 604,881 391,553 82,676 (132,888 ) 946,222

類別間銷售乃按成本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32,791 12,783 7,851 53,425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3,400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8,092 )

經營業務溢利 48,733

地區市場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美洲、歐洲及其他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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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不論貨品之原產地）之銷售額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773,106 527,175
北美洲 201,051 214,748
歐洲 39,172 54,061
香港 40,633 28,356
其他亞洲地區 143,138 121,882

1,197,100 946,222

3. 融 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悉數償付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14,097 12,824
融資租約之利息 701 545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 895

14,798 14,264

4. 稅 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400 1,700
前年度撥備不足 98 －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本年度 7,773 5,536
前年度超額撥備 (32 ) (303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51 1,680
稅率變動應佔部份 700 －

8,990 8,613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三年：16%）之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乃根據各有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根據向中國有關稅務當局取得之批文，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可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上海周氏電業有限公司（「上海周氏」）及東莞華藝銅
業有限公司（「東莞華藝」）自首個獲得業務經營溢利之年度起，可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年，其後三年稅率減半。上海周氏及東莞華藝享有稅
率減半優惠之期限，均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該兩家公司均須按 27%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5. 每 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業績及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業績 (85,185 ) 8,265

股份數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4,816,029 189,584,362

由於行使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可換股債券及購股權將導致來自日常業務之每股虧損減少（二零零三年：每股盈利增加），因此截至二零零四年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並無攤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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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文附註 1所述會計政策變動而對每股基本盈利比較數據調整如下：

基本
港仙

二零零三年每股盈利對賬：
調整前已申報數據 5.17
因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而產生之調整 (0.81 )

重列 4.36

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總銷售額增加 26.5%至十一億九仟七佰多萬港元（二零零三：九億四仟六佰多萬），
其中電線電纜於年內銷售增加 2.8%至六億一仟三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 51.3%；銅杆產品於年內銷售額大幅增加 76.6%至
四億七仟二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 39.4%；而接插件於年內銷售額增加 25%至一億零二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 8.6%。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之虧損約為八仟五佰多萬港元，若撇除本年度已撥入損益賬之商譽減值後及應佔聯營
公司之業績與及應收賬款之撥備總數約為九仟六佰多萬港元，本年度之實質溢利約為一仟一佰多萬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

業務回顧

以地區劃分而言，中國大陸及香港業務之銷售額增加 46.5%至八億一仟三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68%。美洲業務營業額減少
6.4%至二億零一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16.8%，亞洲其他市場業務營業額增加 17.4%至一億四仟三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營業
額 12%。歐洲業務之銷售額則約為三仟九佰多萬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約 3.2%。

綜合毛利率由 16.2%下跌至 11.6%，計入應收賬款撥備二仟七佰多萬港元後經營溢利減少至五佰多萬港元（二零零三：四仟八佰多
萬港元）。本集團之分銷成本下降 9.1%至一仟八佰多萬港元（二零零三：二仟多萬港元），佔銷售額 1.5%之水平。本集團之經營溢利
下降主要原因來自三方面：首先，自踏入二零零三／零四財政年度以來，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主要原材料如電解銅等之價格大
幅上升。此外，於本財政年度來自客戶之削價壓力絲毫無減。再者，於二零零四年，中國開始實施宏觀經濟緊縮政策，收緊銀行信
貸，因此導致若干客戶延遲償還部份應收賬款，及要求延長信貸期及／或還款期限。 董事認為在穩健原則下，雖然有關宏觀經濟
緊縮政策之影響開始減退，董事仍然就逾期應收賬款作出撥備。本集團於製造業務仍面對全球嚴峻經濟環境所帶來之考驗，當中
包括於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所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而引致之全球商品價格顯著急升及經濟逆轉。客戶需
求混亂及缺乏方向，管理層在此突如其來之轉變及將不利影響減至最低方面均作出調整。於本財政年度第二季期間，非典型肺炎
疫情受到控制及消費者信心回升，帶動電子產品之需求全線回升。

香港及中國爆發之非典型肺炎對本集團之運作未構成重大影響。在疫症爆發期間，本集團在香港及新加坡辦事處和中國及馬來
西亞之廠房均實施預防措施。猶幸本集團僱員概無受到感染，而各地之辦事處及廠房於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仍運作順利。

電線及電纜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電線電纜製造面對多項挑戰。年初，受到非典型肺炎肆虐的影響，業內的銷售和市場推廣活動被耽誤，客戶
亦延遲落單。到了二零零三年六月，隨著非典型肺炎疫潮逐漸消退，加上環球經濟出現復甦跡象，市場氣氛亦開始好轉。隨著環球
經濟復甦的步伐加快，消費意欲和企業信心均有改善。然而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恐怖襲擊事件的陰影下，不明朗氣氛持續籠罩
市場，導致市況不時波動，在此情況下，各地區尤其歐美的貨商，對調升價格和增加存貨均欠缺把握。影響所及，處於下游的電線
電纜製造商，面對更多毛利較薄的急單。同一時間內，環球經濟復甦導致電解銅及 PVC粉原材料乘勢漲價，二零零三年四月至九月
之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半年平均銅價約為每噸 1,697美元，大幅上漲至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之半年平均銅價每噸 2,394
美元，升幅達 41%之巨，令製造成本承受更大壓力。最顯著影響乃客戶需求急劇下跌，導致存貨過剩及割喉式減價隨之出現。由於
本集團需要為客戶提供補貼撥備及處理滯銷存貨，故其盈利亦受到影響。加上本集團之電線電纜之生產旺季為每年大約五月至
十月。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並非旺季，標誌著電線電纜業務面對更大挑戰。

儘管市場競爭加劇，訂單更為飄忽，集團之電線電纜銷售額仍錄得增長，此乃由於集團更進一步加強銷售和市場推廣。各種跡象
顯示，許多本土及外資企業，均以雙線發展內銷和外銷業務作為長線營運策略，而長江三角洲日益成為開拓華東和海外市場的首
選基地。隨著客戶基礎日益穩固，擬於二零零四年底或二零零五年初投產之中國江蘇省昆山市新建廠房可望抓緊長江三角洲為
內銷和外銷業務所提供的龐大機遇。

銅桿製品

銅桿業務近年業務表現理想。於回顧年度內，銅桿業務錄得銷售額約四億七仟二佰多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76.6%。回顧年度內，
全球經濟復甦帶動世界銅消耗量之增長。另一方面，銅原材料供應不足，而全球銅產出量之增長追不上消耗量之增長，全球煉銅
供求不平衡顯而易見。與此同時，改良煉銅質素、降低庫存之風氣帶動銅價持續回升。值得注意，全球銅價於二零零三年第四季之
升幅加劇。回顧年度內，LME之銅價平均收市報價約為每噸 2,046美元，每噸較去年同期上升 460美元或 29%，自二零零二年起，銅業
集團一直提升技術，將機械升級並開發其潛能，從而提升產能。銅桿業務年產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25.2%至 34,685噸。銅價明顯上升亦
使銅桿業務之銷售額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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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售銅桿業務權益及收購星采控股有限公司（「星采控股」）控股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廿五日，本集團與星采控股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促使出售，而星采控股同意，促使購買本集團之銅
桿業務，協定總代價為三億二仟萬港元，有關代價將會於完成時由星采控股按假定價格每股四港仙向本公司發行及配發八十億
股新星采股份之方式支付。緊隨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星采控股經發行代價股份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 75.5%。根據上市規則，此項
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主要交易，須獲獨立股東批准；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

董事相信，將銅桿業務注入另一家上市公司，可讓銅桿業務具備獨立之融資能力。董事認為，交易為本集團帶來以合理價格變現
其於銅桿業務投資的良機，並同時讓本集團能夠維持於銅桿業務之控制性權益，目透過其於星采控股之股權分佔銅桿業務之業
績。董事認為此項交易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接插件

於回顧年度內，儘管市場競爭加劇，位於馬來西亞檳城之接插件生產基地之銷售額及營利仍錄得理想增長，此乃由於集團進一步
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改善管理及物流監控以及適當調配資源並提升生產效率所致。因此，集團成功地滿足了客戶對產品價格和
服務質量的要求，協助客戶鞏固和擴大了市場份額。董事深信，這對鞏固集團與客戶的策略聯盟起了巨大的作用，並為集團的長
遠穩健增長提供了重要保障。

為採取更積極行動提高接插件之盈利，本集團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增加一組接插件生產線，經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裝妥機器並
隨即投入生產；此外經近數月對華東及華北多個主要市場加大推廣力度後，所接觸的本土和外資企業，均對本集團提供之接插件
之效益有更深的認同，董事相信，這將為中國山東省青島市接插件廠房爭取更佳成績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持。

前景

儘管在競爭劇烈之業務環境中，本集團整體業務前景展望仍屬正面。中國供電量短缺、中國近期實施調控，原料價格上升及利率
可能持續調升，均可能對本集團於未來一年之業務構成影響。本集團將不斷於產品開發、技術、設計、市場推擴及企業人才方面作
投資。為了繼續維持競爭力，本集團甚為看重營運成本，行政費用之削減足以證明本集團所推行包括精減人員在內之節省成本計
劃實屬成功。此外，精簡運作可為本集團節省大量後勤支出。此等措施均令成本減低，因而從業務營運中取得更高利潤。

誠然，每年平均經濟增長百份之七的中國實是全球經濟之新動力。集團對中國市場的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並保持樂觀態度，
同時將專注發展及提升集團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

展望將來，除自然增長外，本集團將不斷發掘可增值之投資機會。董事深信，憑藉集團本身之穩固根基，以及管理層專心致志之熱
忱，本集團已具備充分條件，提升競爭力及應付市場上之新挑戰。來年是富挑戰性之一年。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海外約有五仟三佰名僱員，酬金政策乃參考市場條款、公司表現及個別員工
之資歷和表現定期檢討及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醫療計劃、香港僱員適用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國內僱員適用之國家贊助之退休
計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取了完善之財務管理政策。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有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一億六仟六佰萬港元（二
零零三年：一億一仟九百萬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則超過三億零六佰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二億四仟萬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銀行借貸約為二億九仟伍佰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二億一仟六佰萬港元），相對股東資金約八億零三佰
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七億七仟二佰萬港元（重列）），資產負債比率為 0.37（二零零三年：0.28（重列））。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總賬面淨值約為一億八仟二佰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一億六仟六佰萬港元）之物業、
廠房及機器、定期存款及應收貿易賬款，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獲授金額約二億二仟九佰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一億伍仟三佰萬港元）之銀行
信貸作擔保。

本集團之交易貨幣主要為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其相互兌換率皆相當穩定，因而並未令本集團承受任何重大匯兌風險。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訂立之配售及認購協議，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 Chau's Family」）向獨立投資
者配售本公司股本中 37,9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每股作價 0.50港元，以及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37,900,000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新普通股，每股作價 0.50港元。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一仟八佰六十萬港元，已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本公司股本中 45,490,000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每股作價 0.55港元，以及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45,49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普通股，每股作價 0.55港元。認購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二仟四佰萬港元，已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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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星采控股訂立之有條件收購協議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星采控股訂立有條件收購協議。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將向星采控股出售製造及買賣銅桿及
相關產品之業務，協定價格為三億二仟萬港元。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向股東寄發之通函內。

本公司就批准交易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榮盛科技股東特別大會」）。此項決議案已於榮盛科技股東
特別大會上作為普通決議案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結算日後事項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本公司股本中 54,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
元之普通股，每股作價 0.27港元，以及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54,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普通股，每股作價 0.27港元。認購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後，Chau's Family已獲發行及配發 54,000,000股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一仟四佰二十萬港元，已用於
購買生產電線電纜所有之原材料（包括電解銅及 PVC粉）。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五）舉行。本公司將盡快向股東
寄發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九日（星期四）至二零零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
定有關出席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之身份。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點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
行港灣中心地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建議修訂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會議決根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新規定，建議修訂本
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建議修訂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四年週年股東大會通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核數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經審核財務
報表之審閱事宜。

符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不設固定任期外，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登載全年業績

一份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所需資料之詳細業績公佈將盡快在聯交所之網站登載。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業務伙伴、股東、員工及管理層過去一年之不斷努力、忠誠服務及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禮謙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周禮謙先生、周錦華先生、劉文德先生及劉錦容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錦
光先生、駱國呈先生及羅偉明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