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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4 1,582,974 1,197,100

銷售成本 (1,452,299) (1,058,812)

毛利 130,675 138,288

其他經營收入 21,895 11,304

利息收入 6,495 4,024

一般及行政開支 (98,417) (129,52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217) (18,552)

經營業務溢利 5 41,431 5,537

融資成本 (24,244) (14,798)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6 － (63,65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06 (5,726)

稅前溢利（虧損） 17,393 (78,640)

稅項 7 (9,073) (8,99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溢利（虧損） 8,320 (87,630)

少數股東權益 (3,970) 2,445

本年度溢利（虧損） 4,350 (85,185)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9 1.4仙 (37.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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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21,933 458,715
商譽 16,212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802 9,596
應收票據 11 55,000 55,000
遞延稅項資產 1,366 1,366

604,313 524,677

流動資產
存貨 331,540 229,274
電視節目及特許分授權 1,578 －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384,595 344,585
應收票據 4,157 3,933
已抵押存款 28,270 23,10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9,195 143,630

889,335 744,52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 153,837 114,760
應付票據 9,346 20,596
稅項 12,204 9,196
融資租約債務 2,238 1,786
借貸 387,031 291,568

564,656 437,906

流動資產淨值 324,679 306,6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8,992 8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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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1,554 2,087

遞延稅項負債 13,011 11,809

14,565 13,896

少數股東權益 93,959 14,026

820,468 803,3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3,270 2,730

儲備 817,198 800,648

820,468 80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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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產重估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商譽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繳入盈餘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1,896 － 14,190 (63,298 ) 4,474 (16,141 ) 587,012 244,705 772,838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
之盈餘 － － 7,708 － － － － － 7,708

稅率變動導致期初遞延
稅項負債增加 － － (13 ) － － － － － (13 )

重估物業所產生
遞延稅項負債 － － (1,557 ) － － － － － (1,557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 － 443 － － 443

並無於收益表確認之收益淨額 － － 6,138 － － 443 － － 6,581
配售新股 834 43,136 － － － － － － 43,970
配售新股之開支 － (965 ) － － － － － － (965 )
商譽減值時變現 － － － 63,653 － － － － 63,653
少數股東分佔儲備 － － 2,486 － － － － － 2,486
本年度虧損 － － － － － － － (85,185 ) (85,185 )

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2,730 42,171 22,814 355 4,474 (15,698 ) 587,012 159,520 803,378

並無於收益表確認之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
報表所產生匯兌差額 － － － － － 137 － － 137

配售新股 540 14,040 － － － － － － 14,580
配售新股之開支 － (1,977 ) － － － － － － (1,977 )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分
時轉撥 － － (1,164 ) － － － － 1,164 －

本年度溢利 － － － － － － － 4,350 4,35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270 54,234 21,650 355 4,474 (15,561 ) 587,012 165,034 82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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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47,357) (37,289)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25,055) (33,09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新造銀行貸款 205,449 143,287
償還銀行貸款 (208,290) (128,801)
新造信託收據貸款 874,772 544,936
償還信託收據貸款 (777,586) (485,054)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26,248) 31,835

68,097 106,20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4,315) 35,821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43,455 107,378

匯率變動之影響 － 256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140 143,455

即：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9,195 143,630
銀行透支 (55) (175)

139,140 14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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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

年內，董事會議決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財政年度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

為六月三十日。因此，本集團本期間之簡明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

二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比較期間。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2. 採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會計政策之變動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董事會議決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以後提早採納

以下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於過往年度，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商譽已撥充資本，就其可使用經濟年期

按直線法攤銷，並於各結算日評估是否出現減值跡象。負商譽就可識別之已收購可折舊資產

之餘下平均可使用年期，按直線法確認為收入。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禁止攤銷商譽，規定須每年就減值測試商譽，收購方於被收購方之可

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平淨值中擁有之權益超逾收購成本之差額，經重估後即時於收

益表確認。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禁止確認負商譽。

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之首項交易為收購星采控股有限公司（「星采控股」，其後根據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更改名稱為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詳情見附

註15。主要影響為於綜合資產負債表確認收購產生之商譽約16,212,000港元，而有關商譽根

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應就其可使用經濟年期按直線法攤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任何前

期調整。

本集團亦已著手考慮其餘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潛在影響，惟尚未能確定其餘新香港財務申

報準則會否對編製及呈報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其餘新香港財務申報

準則可能導致日後編製及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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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租賃物業重估調整。

除本集團如上文第2段所述提早採納若干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以及因於二零零四年八月收

購星采控股而就電視節目及特許分授權採納新會計政策外，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電視節目及特許分授權

(i) 電視節目（「電視節目」）

本集團製作之電視節目按成本減攤銷及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列賬。成本指完成時自製

作中電視節目轉撥之賬面值，並於發行後按相對發行錄像及批授有關特許權以及該等

電視節目之其他播放權預期產生之收益比例，撇銷有關成本之比率攤銷。

(ii) 特許分授權

就獲取第三方於指定地區及時段製作電視節目之特許分授權支付之特許權費列作特許

分授權。於播放該等購入之電視節目時，特許權費之有關部分參照預期收益及有關特許

權期間，按有系統基準於收益表扣除。

減值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均會審閱其有形及無形資產（不包括商譽）之賬面值，以釐定是否有任何

跡象顯示該等資產已出現減值虧損。倘存在有關跡象，則估計該資產之可收回款額，以釐定減

值虧損（如有）之數額。倘不可能估計個別資產之可收回款額，本集團會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

產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額。

可收回款額為公平值減銷售成本及使用價值之較高者。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日後現金流量

按其現值以稅前折現法折算，以反映該資產特定貨幣時值及風險之現有市場估值。

倘估計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額低於其賬面值，則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減

至其可收回款額。減值虧損會即時確認為溢利或虧損，惟有關資產乃根據另一準則按重估數

額列賬則作別論，於該情況下，減值虧損列作重估減少處理。

倘減值虧損其後撥回，則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會增加至重新估計之可收回數額，

惟增加後之賬面值不得超過如並無於過往年度就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確認減值虧損而原

應釐定之賬面值。減值虧損撥回即時確認為溢利或虧損，惟有關資產按重估數額列賬則作別

論，於該情況下，減值虧損列作重估減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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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產品類別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於本年度，呈報項目加添因於年內收購星采控股所

產生仿真植物以及電視節目製作、發行及特許權批授兩項新業務。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溢利按產品種類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營業額

經營 經營

類別間 業務溢利 類別間 業務溢利

對外銷售 銷售 合計 （虧損） 對外銷售 銷售 合計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電纜及電線 642,630 10,263 652,893 (4,998 ) 613,637 8,152 621,789 1,657

銅產品 784,558 186,690 971,248 42,407 472,054 151,691 623,745 28,197

接插件 117,901 497 118,398 11,528 102,323 438 102,761 9,816

仿真植物 22,076 － 22,076 (513 ) － － － －

電視節目製作、發行及

特許權批授 2,135 － 2,135 (2,039 ) － － － －

其他 13,674 － 13,674 (4,106 ) 9,086 － 9,086 (4,866 )

1,582,974 197,450 1,780,424 42,279 1,197,100 160,281 1,357,381 34,804

撇銷 － (197,450 ) (197,450 ) － (160,281 ) (160,281 )

1,582,974 － 1,582,974 1,197,100 － 1,197,100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4,059 3,772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4,907 ) (33,039 )

經營業務溢利 41,431 5,537

類別間銷售乃按當時之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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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營業額

類別間 類別間

對外銷售 銷售 合計 對外銷售 銷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136,279 187,187 1,323,466 773,106 152,129 925,235

北美洲 183,599 － 183,599 201,051 － 201,051

歐洲 31,230 － 31,230 39,172 － 39,172

香港 73,826 － 73,826 40,633 － 40,633

其他亞洲地區 158,040 10,263 168,303 143,138 8,152 151,290

1,582,974 197,450 1,780,424 1,197,100 160,281 1,357,381

撇銷 － (197,450) (197,450) － (160,281 ) (160,281 )

1,582,974 － 1,582,974 1,197,100 － 1,197,100

類別間銷售乃按當時之市價計算。

5.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8,599 37,870

6.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審慎檢討本集團一家聯營公司之光纖電纜及相關

產品製造及買賣業務。按預期現金流量計算，董事認為，此項投資之相關商譽已出現減值，故

已於收益表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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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7.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1,838 498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6,034 7,741

遞延稅項 1,201 751

9,073 8,990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之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包括中國大陸及海外地區，有關稅項乃根據各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8. 股息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四年：無）。董事不建議派付

任何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年度業績及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之業績 4,350 (85,185 )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313,955,184 224,816,029

由於本年度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且於上年度行使潛在攤薄普通股會導致該年度之每股

虧損減少，因此並無就該兩個年度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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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斥資27,186,000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包括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
產共4,876,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考慮本集團按重估值入賬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賬面值，
並估計有關賬面值與於結算日按公平值釐定者並無重大差異。因此，本年度並無確認任何重
估盈餘或虧絀。

11. 應收票據
有關票據以票據發行人擁有之資產作抵押，按商業利率計息，須於二零零七年全數償還。

12.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包括應收貿易賬款 267,10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269,426,000港元）。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之信貸期。

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53,869 134,510
31至60日 46,989 69,655
61至90日 37,787 27,706
90日以上 28,464 37,555

267,109 269,426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包括應付賬項79,07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81,445,000港
元）。

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41,735 45,146
31 至60日 22,278 26,713
61 至90日 9,888 7,801
90日以上 5,171 1,785

79,072 8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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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法定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270 2,730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本公司與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訂立之

認購協議，已按每股0.27港元之價格發行54,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

所發行所有新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15.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本公司認購8,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星采控股普通股。代價

已以藉注入本集團於若干從事銅桿及相關產品製造及買賣之公司（「銅業集團」）權益及其他

廠房及機械以及土地及樓宇支付。緊隨是項交易完成後，本集團於銅業集團之權益減少24.5%。

收購之影響概述如下：

千港元

購入資產淨值 81,826

商譽 16,212

總代價 98,038

收購產生現金流入淨額：

以現金支付收購相關開支 (36,904 )

購入銀行結餘及現金 41,546

收購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流入淨額 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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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曾就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而向多家銀行作

出為數439,85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89,718,000港元）之擔保，其中377,917,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29,890,000港元）已經動用。

此外，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之銅商品買賣業務向一家財務機構作出39,0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之擔保。

17.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訂立協議，以配售及認購本公司

新股份。根據該等協議，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同意按每股0.28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

資者配售本公司65,39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及按每股0.28港元之價格，認購

本公司股本中65,39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期」），本集團錄得總銷

售額為1,582,97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197,100,000港元增加約32.2%，經營業務

溢利為41,43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537,000港元上升約648.3%，股東應佔溢利則

為4,350,000港元，每股盈利約為1.4港仙，去年同期則為虧損85,185,000港元，每股虧損

37.9港仙。

中期股息

鑑於本集團之業務繼續發展迅速，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具體業務情況如下：

電線電纜於回顧期內銷售增加4.7%至642,63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40.6%；銅

桿產品於回顧期內銷售額為784,55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6.2%，佔本集團總銷

售額50%；而接插件於回顧期內銷售增加15.2%至117,901,000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

額7.4%；而化工業務及承襲而來之仿真植物業務及多媒體業務之銷售額則分別為

13,674,000港元及24,211,000港元。

回顧期內，總銷售額及經營業務溢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32.2%及648.3%的同時，綜

合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約11.6%下降至8.3%，主要由於電線電纜業務之原材料價格不

斷飆升，在售價得不到同時同幅度地調升情況下，導致電線電纜之邊際利潤下降，致使

綜合毛利率亦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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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區劃分而言，中國大陸及香港業務之銷售額增加至約為1,210,105,000港元，佔本

集團之營業額約 76.4%，較去年同期上升 48.7%；北美地區業務之銷售額則為

183,599,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1.6%；亞洲其他市場業務銷售額增加約10.4%

至約為158,040,000港元，佔本集團銷售額約10%；而歐洲業務之銷售額約為31,230,000

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

回顧期對本集團來說是意義重大的一年。

關於出售銅桿業務權益及收購星釆控股有限公司（「星釆控股」）控股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星釆控股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促使

出售，而星釆控股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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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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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年八

月十一日正式完成收購星釆控股權益。緊隨完成後，本公司持有星釆控股經發行代價股

份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74.99%，亦於同年十月正式改名為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華

藝銅業」）。

董事深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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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如

前述所言，本公司與華藝銅業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股份，籌

得款項約23,000,000港元，已為設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之新建廠房購買機器及其他設

備。

電線電纜

於回顧期內，電線電纜之銷售額除了中國大陸、香港及亞太區市場錄得升幅以外，本集

團大部份主要市場在回顧期下半年之業務狀況甚為艱鉅；雖然銷售額錄得增長，然而，

二零零五年一至三月期間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卻明顯減少，主要原因是由於區內市場

電線電纜之競爭仍然激烈，而塑膠、銅材等主要原材料價格於回顧期內大幅上升；在此

情況下，各地區之貨商對調升價格及增加存貨均欠缺把握，影響所及，處於下游之電線

電纜製造商面對更多毛利轉薄的急單，對本集團之銷售成本及毛利亦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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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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底投產之中國江蘇省昆山市新建電線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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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材業務

回顧期內全球對銅產品之需求強勁帶動銅消耗量之增長，當中又以中國為甚，電力、電

子行業及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帶動國內銅需求強勁，中國繼續保持全球銅消費第一的

地位；同時地，銅原材料供應不足，而全球煉銅產出量之增長追不上消耗量之增長。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透過上市之75%附屬公司－華藝銅業經營銅材業務而其發展極為

迅速；受惠於中國對銅產品的強勁需求及國內經濟持續增長，銅桿及相關產品之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66.2%或312,504,000港元至784,558,000港元。高增值低下游產品佔

集團總銷售額40%，集團將逐步增加高增值下游產品，如絞合線、銅箔絲、漆包線及鍍

錫線之銷售比重。

在美元貶值及基金買盤推動下，帶動銅價持續攀升，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銅價更屢

創16年新高，二零零五年三月之LME平均銅價為每公噸3,379美元；而二零零四年四月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的LME平均價為每公噸3,000.18美元，較去年同期之2,045.93美元，

每公噸上漲954.25美元或46.6%；而據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之報導，LME監管的紅銅

庫存趺至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來的新低，只有36,150公噸，令LME三個月期銅價格每公

噸上升43美元至3,435美元的歷史新高；即使銅價高企，但內地經濟快速發展，預期未來

對銅材之需求仍然殷切。

本集團之銅桿業務以加工為主，故銅價高企之成本由客戶承擔，而且在供不應求之情況

下將有更好議價能力，從而爭取更高之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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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插件

本集團之位於馬來西亞檳城之接插件生產基地之銷售及盈利自一九九九年成立至今，

一直錄得理想增幅；銷售額由最初之9,000,000港元升至回顧期內逾117,901,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15.2%，成績著實令人鼓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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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接插件生產線 ,經已裝妥投產，將為本集團接插件業務

提供強而有力之支持。

仿真植物及多媒體業務

承襲而來之仿真植物業務及多媒體業務，共錄得營業額24,211,000港元，其中仿真植物

之銷售額為22,076,000港元，錄得分類虧損為513,000港元；其產品所用之各種材料價

格持續高企不下；與此同時，客戶早已落實訂單價格，故未能將上漲之成本轉予客戶，

邊際利潤因此受壓。多媒體業務之銷售額為2,135,000港元，錄得分類虧損為2,039,000

港元。本集團已採取積極措施削減成本，以及落實更有效率之生產模式，致使該等業

務帶來之虧損已大為收窄。

展望

鑑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及承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及上海二零一零年世博會，市場對集

團之大部份產品的需求仍然樂觀，再加上長三角地區日漸重要，本集團亦已於去年底開

展位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設置2個新廠房之投資，涉足長三角地區的電線電纜及銅線加

工市場，預計其一新廠房於二零零五年底投產：電線電纜之新廠房年產值可達

250,000,000港元，廠房面積達43,000平方米，主要以生產用於製造電器及電子產品之

電線及電纜產品；華藝銅業之新廠房之產量可達年產量10,000公噸不同規格的銅線，廠

房面積達38,000平方米，主要以生產高增值之下游銅線產品，如軟銅線、鍍錫線、絞合線

及漆包線等等。此項計劃除可滿足華東及華北地區客戶之需求外，亦配合本集團銳意提

升生產規模之策略部署。

展望未來，除加強銅桿業務發展外，本集團計劃進一步深化整個製造垂直生產模式，儘

量拓展下游高增值產品，提升盈利能力。基於在製造業取得之寶貴經驗，本集團銳意透

過採取各種措施（包括有效之成本控制，同濟管理、對市場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及保持強

勁之銷售及市場推廣能力）發展其核心業務，務求保持競爭力及滿足客戶要求。

本集團對未來發展信心十足，但仍會繼續保持審慎態度，把握各項湧現之商機，矢志為

股東爭取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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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海外約有四仟五佰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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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計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採取完善之財務管理政策。於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167,000,000港

元（二零零四年：166,0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則超過324,000,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306,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銀行借貸約為

39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95,000,000港元），相對股東資金約820,0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803,0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0.48（二零零四年：0.37）。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總賬面淨值為191,000,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18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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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融資向多家銀行作出擔

保約439,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89,000,000港元），當中約377,0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229,000,000港元）已動用。此外，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之銅商品買賣向一

家財務機構作出約39,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零）之擔保。

本集團之交易貨幣主要為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控制外匯風險，本集團已透過與主要

往來銀行訂立遠期外匯合約採納審慎對沖政策。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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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將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14,200,000港元用作購買原材料。

更改財政年度年結日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董事會議決將本集團財政年度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

為六月三十日。因此，本集團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年結日將為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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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先舊後新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新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Skywalk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Skywalk Assets」）分別與先舊後新配售代理及華藝銅業控股有限公司（「華藝銅業」）

訂立先舊後新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先舊後新

配售及認購協議，Skywalk Assets按每股0.93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華藝銅業

股本中25,912,000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先舊後新配售」），及於先舊後新配

售完成後按每股0.93港元之價格，認購華藝銅業股本中25,912,000股每股面值0.20港元

之新普通股（「認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已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

零五年五月六日完成。

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前，Skywalk Assets持有華藝銅業397,121,875股股份，相當於華

藝銅業已發行股本約74.99%。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完成後，Skywalk Assets持有華藝銅

業397,121,875股股份，相當於華藝銅業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71.49%。

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本公司新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訂立協議，以配售及認購

本公司新股份。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按每股0.28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本公司股本中65,390,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及按每股0.28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股本中65,39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17,800,000港元已用作採購生產

電纜及電線所需原材料。

董事之證券權益
1. 股份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中，擁有並已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已根據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實益持有之 佔本公司

董事姓名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周禮謙先生 81,992,000股 25.08%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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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該等股份乃由Chau’s Family 1996 Trust全資擁有之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持
有。Chau’s Family 1996 Trust乃一項以周禮謙先生為全權信託對象之全權信託。

本公司之相聯法團華藝銅業股份之長倉

實益持有之 佔華藝銅業

董事姓名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周禮謙先生 50,000股 0.01%

2.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取代本

公司於一九九六年採納之舊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

股權。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舊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在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證券中，擁有並已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期間概無擁有或行使任何可認購

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任何時間亦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董事於重大合約之權益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期間」）

終結時或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持續有效，且本公司董事在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之重大合約。

主要股東
除上文「董事之證券權益」一節所披露權益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並無任何其他人士

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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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作出之披露
Whirlpool Corporation結欠之應收貿易賬款總結餘約為12,971,000港元，分別相當於本

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市值及未經審核資產總值8.9%及0.9%。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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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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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符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不設固定任期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周禮謙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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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駱國呈先生、羅偉明先生及鍾錦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