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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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VA Precisio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財務業績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合併財務業績及比較數字如
下：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 2,367,023  �,���,���
銷售成本 � (1,855,961 ) (�,���,��� )    

毛利  511,062  ���,�00
其他收益  63  ��
其他利得－淨額  8,031  ��,���
分銷成本 � (112,963 ) (��,��� )
一般及行政費用 � (302,419 ) (���,0�0 )    

經營利潤  103,774  ���,���
財務收益 � 4,807  �,�0�
財務費用 � (23,512 ) (�,���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999 ) –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84,070  ���,�0�
所得稅費用 � (14,462 ) (��,��� )    

年度利潤  69,608  �0�,���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1,000  ���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70,6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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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70,889  ��0,���
 －非控制性權益  (1,281 ) (�0� )    

  69,608  �0�,���    

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71,889  ���,0��
 －非控制性權益  (1,281 ) (�0� )    

  70,608  ��0,��0    

年內的每股收益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每股港仙）

 －基本 � 4.1  ��.�    

 －稀釋 � 4.1  ��.�    

股利 � 21,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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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702,098  �,�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76,296  ���,���
 商譽  2,545  �,���
 對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9,538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42,518  ���,���
 其他資產  1,607  �,�0�    

  2,034,602  �,���,���    

流動資產
 存貨   270,185  �0�,���
 應收賬款 �0 429,156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78,246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7,277  ��,�0�
 短期銀行存款  102,362  –
 受限制現金  2,91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8,994  ���,���    

  1,789,133  �,���,���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392,158  ���,��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54,278  ���,���
 銀行借款  530,150  �0�,���
 融資租賃負債  27,435  ��,���
 當期所得稅負債  25,654  ��,�0�    

  1,129,675  ���,���        

流動資產淨值  659,458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94,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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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539,804  ��,���
 融資租賃負債  56,082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498  ��,���    

  618,384  ��,���        

資產淨值  2,075,676  �,0��,���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7,947  ���,�0�
 儲備    
  －擬派末期股利   9,239  ��,���
  －其他  1,836,464  �,���,���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2,013,650  �,0�0,���
非控制性權益  62,026  ��,���    

總權益  2,075,6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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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高精密生產服務，專注於生產高
質素及尺寸準確之模具及零部件。於年內，本集團亦新成立了一家於中國從事小額貸款業
務之附屬公司，並於該附屬公司中擁有�0%之權益。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依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章（一九六一年法例�，經綜合
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自二
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以公允價值計
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重估而作出修訂。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
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需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合
併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有關披露規
定。

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本合併財務報表乃以港幣呈列。本合併財務報表已由董事會於二零
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批准刊發。

2. 會計政策

除另有說明外，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呈報之每個年
度。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

以下為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財政年度首度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修改） 所得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首次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最新修改並未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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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
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其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報－其他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綜合收益項目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二零一一年） 職工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二零一一年）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修改） 金融工具︰列報－抵銷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解釋公告�0  的剝採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首次採納－政府貸款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0 合併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0、 合併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在其他實體損益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合營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在其他實體損益的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公允價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之有關影響，但尚無法確
定是否會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擬於該等新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
之修訂及詮釋生效時採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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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之報告與提供予最高營運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最高營運決策者已被統一認定
為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彼等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申報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彼等以產
品分類考慮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分為兩大業務分部：

(i) 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模具，以及製造金屬沖壓零部件及車床加工零部件（「金屬沖
壓」）；及

(ii) 設計及製造塑膠注塑模具，以及製造塑膠注塑零部件（「塑膠注塑」）。

最高營運決策者根據計算除利息及稅項前已調整盈利以評估經營分部業績。提供予最高營
運決策者之資料乃按與用於合併財務報表一致之方式計算。

各分部間之銷售乃按與公允交易所適用之相若條款進行。向管理層申報來自外部之收入乃
按與用於合併綜合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算。

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毛額總值 1,704,710  886,214  2,590,924  �,���,���  ���,��0  �,0��,���
分部間收入 (154,829 ) (69,072 ) (223,901 ) (��,0�0 ) (�,��0 ) (��,0�0 )           

收入 1,549,881  817,142  2,367,023  �,���,���  ���,��0  �,���,���
           

分部業績 55,804  47,253  103,057  ���,���  �0,���  ���,���
           

未分配（開支）╱收入淨額     (282 )     ��,���
財務收益     4,807      �,�0�
財務費用     (23,512 )     (�,��� )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84,070      ���,�0�
所得稅費用     (14,462 )     (��,��� )           

年度利潤     69,608      �0�,���
           

折舊 107,342  40,017  147,359  ��,�0�  ��,���  �00,��0
           

攤銷 2,638  113  2,75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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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分配（開支）╱收入淨額代表企業（開支）╱收入
（二零一一年：代表企業（開支）╱收入及本集團所收購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允
淨值之權益超逾成本之部份港幣��,���,000元）。

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未分配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未分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2,842,479  852,290  128,966  3,823,735  �,�0�,���  ���,���  �,���  �,���,���
               

負債 102,091  414,912  1,231,056  1,748,059  ���,���  ���,���  ���,���  ���,���
               

資本開支 425,286  102,378  89  527,753  ���,�0�  ��,0�0  –  ��0,���
               

分部資產主要包含部份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商譽、部份預付款
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其他資產、存貨、應收賬款、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及經營現金。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但不包括銀行借款、融資租賃負債、當期所得稅負債、遞延所得稅
負債及跟兩大業務無關之若干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資本開支包含不動產、工廠及設備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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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與公司之資產及負債之對賬如下：

 資產  負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負債 3,694,769  517,003
未分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1,93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6,938  –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8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  25,6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  22,498
短期借款 –  530,150
非短期借款 –  539,804
短期融資租賃負債 –  27,435
非短期融資租賃負債 –  56,08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  29,433   

總額 3,823,735  1,748,05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與公司之資產及負債之對賬如下：

 資產  負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負債 �,���,��0  ���,00�
未分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0�0  –
當期所得稅負債 –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  ��,���
短期借款 –  �0�,���
非短期借款 –  ��,���
短期融資租賃負債 –  ��,���
非短期融資租賃負債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  ��,���   

總額 �,���,���  ���,���
   

本集團主要業務及資產均位於中國，及本集團主要銷售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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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四名（二零一一年：四名）主要客戶（分別相當於本集團外部收益�0%或以上）之分析
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308,804  ���,���
客戶B 587,347  ���,���
客戶C 273,505  ���,���
客戶D 246,895  ���,���   

總計 1,416,551  �,���,���
   

4 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
 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模具 167,308  ��0,���
 製造金屬沖壓零部件 1,191,526  �,00�,���
 製造車床加工零部件 155,515  ���,���
 設計及製造塑膠注塑模具 81,199  ��,0��
 製造塑膠注塑零部件 732,710  ���,���
 其他 38,765  ��,���   

 2,367,023  �,���,���
   

其他主要指銷售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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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列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自用資產 141,265  ��,��� 
 －租用資產 6,094  �,���    

 147,359  �00,��0    

職工福利費用
 －研究及開發 23,043  – 
 －其他 467,192  ���,��� 
攤銷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751  �,��� 
核數師酬金 3,546  �,���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30,567  (���,��� )
使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 1,260,984  �,�00,��� 
陳舊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155 ) �,�0� 
研究及開發 43,091  – 
分包費用 43,171  ��,��� 
公用設施費用 56,873  ��,��� 
運輸費用 25,791  �0,��� 
包裝費用 61,469  ��,��� 
業務推廣費用 8,219  �,��� 
辦公室費用 19,735  ��,��� 
與物業有關的租賃租金 2,204  ���
其他費用 75,503  ��,���    

 2,271,343  �,���,��� 
   

6 財務收益／費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807  �,�0�
   
   
財務費用    
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7,452  �,�0�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14,182  �,���
 融資租賃負債 1,878  ���   

 23,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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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析根據貸款協議所載協定還款日期列示銀行借款之財務費用，包括包含按要求償還條
款之定期貸款。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包含按要求償還條
款之銀行借款之利息分別為港幣�,���,000元及港幣�,0��,000元。

7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812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4,965  ��,0��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825 ) (�,��� )
本年度抵免之遞延所得稅 (490 ) (��� )   

 14,462  ��,��� 
   

(a)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二零一一年：��.�%）之稅率撥備。

(b)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按下列稅率撥備：

(i)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各實體之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率��%（二零一一年：
��%）計提撥備，惟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營運之若干附屬公司符合資格享有若干稅
務豁免及優惠，包括於期內之稅務優惠及降低所得稅稅率。因此，該等附屬公
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於計及彼等之稅務豁免及優惠後作出撥備。

(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億和精
密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及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分別獲中國政
府確認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故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計三年期間分別享有��%的優惠稅率。

(iii)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億和精密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深
圳億和模具製造有限公司及重慶數碼模車身模具有限公司獲中國政府確認為「國
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故其連同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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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大陸新企業所得稅法，外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以後所賺取之利潤之股利
分配須繳納企業預扣所得稅，稅率為�0%或給予訂有稅收安排之部份地區之外國投資
者�%之優惠稅率。

本集團扣除所得稅前利潤之稅項有別於以綜合實體於有關國家╱地方的利潤按適用的當地
稅率而計算之理論金額，載述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84,070  ���,�0�
   

有關國家╱地方的利潤按適用的當地稅率而計算之稅項 9,669  ��,���
毋須繳稅之收益 (179 ) (�,��� )
不可扣稅之費用 1,282  –
使用早前未確認之稅損 –  (�,��� )
並無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稅損 4,515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825 ) (�,��� )   
   
稅項支出 14,462  ��,���
   

8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公司已購買之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基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港幣千元） 70,889  ��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733,043  �,��0,���
   

基本每股收益（每股港仙） 4.1  ��.�
   



- �� -

稀釋

計算稀釋每股收益時，需假設所有具稀釋潛力之普通股（即購股權）均被轉換並對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亦需根據已發行購股權所附有之認購權的貨幣價值計算能夠
按公允價值（以本公司股份每年平均市場股價決定）而獲得的股份數目。按上述方法計算之
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時所發行之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港幣千元） 70,889  ��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733,043  �,��0,���
 －購股權及認股權證調整（千股） 9,090  ��,���   

計算稀釋每股收益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742,133  �,���,0��
   

稀釋每股收益（每股港仙） 4.1  ��.�
   

9 股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中期股利，每股普通股港幣0.�仙
 （二零一一年：港幣�.�仙） 12,106  ��,���
擬派末期股利，每股普通股港幣0.��仙
 （二零一一年：港幣�.�仙） 9,239  ��,���   

 21,345  ��,���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利為每股普通股港幣0.��仙，總計為
港幣�,���,000元，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本財務報表
未反映此項應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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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0日至��0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400,127  ���,��� 
��至��0日 24,378  ��,��� 
���至���日 5,647  ��,0�� 
超過���日 192  ��    

 430,344  ���,��� 
減：應收賬款減值準備 (1,188 ) (�,��� )   

應收賬款－淨額 429,156  ���,���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327,603  ���,���
��至��0日 52,041  ��,���
���至���日 6,063  �,�0�
���日以上 6,451  �,���   

 392,158  ���,��0
   

應付賬款金額平均於��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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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重要事項及發展

自二零零九年底開始，本集團進行一項策略性發展計劃，由以往單一專注於辦公室自動
化設備，擴張至提供多元化的產品，以針對高增長的中國消費品市場（特別是龐大的汽車
市場）。年內，本集團繼續在此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作為發展計劃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開始在武漢興建新的生產基地，其目標為向位於武漢及其周邊
城市的汽車品牌提供零部件生產及焊接服務。在興建新的武漢生產基地之前，本集團的
汽車業務僅集中於生產模具，故武漢生產基地的興建，標誌著本集團向大規模供應汽車
零部件方面進軍。由於供應零部件較單一供應模具更具規模，因此本集團的汽車業務將
獲得進一步的拓展。

目前，武漢為中國主要汽車生產中心之一。多家國際汽車品牌已經或正在計劃於武漢或
其周邊城市建立生產基地，其中包括東風、本田、日產、雪鐵龍、標緻及通用汽車。我
們相信，藉著運用我們於過去二十年通過服務對產品質素要求甚高的日本辦公室自動化
設備品牌而累積的精密技術及專業生產管理經驗，新的武漢生產基地將可在當地的汽車
供應鏈中脫穎而出，並引領本集團的業務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武漢生產基地佔地面積約���,000平方米，將分階段興建。第一期廠房的建築面積約為
��,000平方米，建築工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展開，並預計於二零一三年中旬竣工。儘
管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為籌備武漢生產基地的正式投產而投入前期費用約港幣��,���,000
元（其中包括因聘用額外的工程師而支付的薪金以及為技術開發和測試而耗用的物料），
但無可置疑武漢生產基地在落成後將為本集團提供一個有效的平台，使我們能夠更加深
入開發龐大而且不斷擴張的中國汽車市場，因此我們現時所作出的投資將在未來為本集
團帶來豐厚的盈利回報。

與此同時，近年中國消費者對高質素及結構精密的消費類電子產品需求急升，由於高端
消費類電子產品同樣著重尺寸準確度以及精密工程能力，因此憑藉我們卓越的工程能
力，本集團極有優勢去爭取高端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中的龐大商機。此外，在本集團一
直從事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方面，由於客戶為減低其本身之物流和品質監控成本而
繼續致力減少至今仍然是過度分散的供應商數目，並把訂單集中到像本集團般具規模的
大型供應商，因此我們相信增長的潛力仍然龐大。為應付來自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及高端
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不斷增加的訂單，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已在深圳增加了另一個新的
生產基地，為日後擴充產能而提供足夠的廠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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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由於品牌擁有者持續將訂單集中轉移至如本集團般擁有卓越產品質素和
穩健財務狀況的供應商，本集團的營業額再創新高，達港幣�,���,0��,000元。然而，於
二零一二年大部份時間，市場對經濟復甦的信心仍然脆弱。由於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
備業務的客戶對發達國家在二零一二年的經濟狀況抱審慎態度，因此為了其本身的業務
增長而增加了相對低端的產品的份額，並藉此拓展新興國家的市場。此變化改變了本集
團所獲得的訂單類型並對利潤率產生負面的影響，本集團年內的毛利率因而下降至��.�%
（二零一一年：��.�%）。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本集團於年內因開發新的汽車零部件業務
而產生了前期費用，加上本集團為應付未來資本開支和營運資金需求增加了借貸，導致
財務費用上升，以及目前中國製造業的薪酬及其他成本普遍上漲，本集團的純利於年內
下降約��.�%至港幣�0,���,000元。

雖然如此，市場信心已於二零一二年底開始改善，同時亦反映在本集團的模具收入中。
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模具生產及銷售表現強勁。在本集團現有的業務模式下，
品牌客戶在其產品開發階段一般要求本集團與他們共同研發模具，而模具在製成後將寄
存在本集團之生產基地，以用作日後大量製造零部件及半製成品。換言之，模具收入是
本集團未來零部件及半製成品產量的領先指標。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對經濟前景的不樂觀令同期的模具收入下降��.�%，但模具生產及銷售於下半年大幅回
升，使二零一二年全年的模具收入最終較二零一一年全年上升��.�%。模具開發活動在二
零一二年下半年的強勁表現，足以證明客戶對經濟前景恢復信心。

年內，本集團繼續致力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我們的現金循環日數（即存貨週轉日數與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之總和減應付賬款週轉日數）由二零一一年的��日改善至二零一二年
的��日。現金循環日數的改善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致力控制存貨，以及降低營運資金需求
所致。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仍處於低水平，僅為�.�%。由於客戶為確保其供應鏈的穩定，
已將供應商的財政穩定性作為其挑選供應商的重要準則之一，因此本集團穩健的財務狀
況，對於尋找生產夥伴的現有及目標客戶而言極具吸引力。

一如以往，本集團致力提升股東利益。自二零零五年上市以來，本集團的派息比率一直
維持於純利約�0%，而二零一二年亦不例外。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堅守不斷提升技術和
穩健財務管理的理念，並為股東爭取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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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按業務劃分
營業額
金屬製品業務
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模具 167,308  7.1%  ��0,���  �.�%
製造金屬沖壓零部件 1,191,526  50.3%  �,00�,���  ��.0%
製造車床加工零部件 155,515  6.6%  ���,���  �.0%
其他（附註�） 35,532  1.5%  �0,���  �.�%     

 1,549,881    �,���,���     

塑膠製品業務
設計及製造塑膠注塑模具 81,199  3.4%  ��,0��  �.�%
製造塑膠注塑零部件 732,710  31.0%  ���,���  ��.�%
其他（附註�） 3,233  0.1%  �,�0�  0.�%     

 817,142    ���,��0     

總計 2,367,023    �,���,���     

分部業績
金屬製品業務 55,804    ���,���
塑膠製品業務 47,253    �0,���     

經營利潤 103,057    ���,���
未分配（開支）收入淨額 (282 )   ��,���
財務收益 4,807    �,�0�
財務費用 (23,512 )   (�,��� )
所得稅費用 (14,462 )   (��,��� )
非控制性權益 1,281    �0�     

本公司股權持有者應佔利潤 70,889    ��0,���     

附註�： 其他主要指廢料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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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儘管在二零一二年大部份時間外部環境欠佳，但由於品牌擁有者持續將訂單集中轉移至
如本集團般擁有卓越產品質素和穩健財務狀況的供應商，因此本集團的營業額再創新
高。年內營業額約達港幣�,���,0��,000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升約��.�%。

毛利

由於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客戶對發達國家在二零一二年的經濟狀況抱審慎態
度，因此為了其本身的業務增長而增加了相對低端的產品之份額，並藉此拓展新興國家
的市場。此變化改變了本集團所獲得的訂單類型並對利潤率產生負面的影響。本集團年
內的毛利率因而下降至��.�%（二零一一年：��.�%）。

但與此同時，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足以抵銷毛利率的跌幅，因此本集團的毛利金
額仍錄得小幅增長至約港幣���,0��,000元。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金屬及塑膠製品業務的分部業績分別約
為港幣��,�0�,000元及港幣��,���,000元，經營利潤率分別約為�.�%及�.�%。年內，本集
團為籌備新的汽車零部件業務之投產而投入前期費用約港幣��,���,000元，其中包括因聘
用額外的工程師而支付的薪金以及為技術開發和測試而耗用的物料，加上上述毛利率的
下跌和中國製造業的薪酬與其他成本普遍上升，年內本集團經營利潤率較二零一一年有
所減少。

同時，由於上述新的汽車零部件業務的前期費用主要來自金屬製品業務，因此金屬製品
業務的經營利潤率低於塑膠製品業務的經營利潤率。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財務費用上升至約港幣��,���,000元，
主要是由於年內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負債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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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費用約為港幣��,���,000元。整體實際稅
率（按所得稅費用佔扣除所得稅前利潤之百分比計算）為��.�%，較二零一一年有所增加。
這主要是由於：(i)本集團其中一家主要附屬公司億和精密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根據舊有
的中國稅法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享有「兩免三減半」的稅務優惠。由於該稅務
優惠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因此該附屬公司的稅率有所增加；以及(ii)本
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因發展新汽車業務而產生前期虧損，而該等虧損不能用於抵扣其他錄
得盈利的附屬公司之應課稅利潤。

本公司股權持有者應佔利潤

年內，由於本集團的毛利率下跌，加上與新的汽車零部件業務有關的前期費用，以及財
務費用增加和中國製造業的薪酬與其他成本普遍上升，本公司股權持有者應佔利潤下跌
約��.�%至約港幣�0,���,000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年內，本集團致力降低營運資金需求。因此，儘管年內純利下跌��.�%，由經營活動產生
的淨現金僅減少��.�%至港幣��0,���,000元。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為港幣���,���,000
元，較去年減少約�0.�%。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使用約港幣��,���,000元收購一間附屬
公司（即重慶數碼模車身模具有限公司），在二零一二年並無類似的收購活動。此外，雖
然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才開始興建新的武漢生產基地，但與武漢生產基地有關的部份土
地和建築訂金已於二零一一年底前支付。因此儘管本集團持續擴張，二零一二年投資活
動所用的淨現金仍有所減少。此外，本集團獲得新的銀行借款約港幣���,000,000元。因
此，融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增加��.0%至約港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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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均是以港幣為單位之浮息貸款，該等貸款為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及擴充計劃提供資金。庫務活動由高級管理人員控制，並以平衡本集團
之擴展需要及財政穩定性為目標。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要流動資金及
資本充足比率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存貨週轉日數（附註�） 53  ��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附註�） 66  ��
應付賬款週轉日數（附註�） 77  ��
現金循環日數（附註�） 42  ��
流動比率（附註�） 1.58  �.�0
淨負債對股本比率（附註�） 7.9%  淨現金   

附註–

�. 存貨週轉日數是根據年末存貨除以銷售成本後，再乘以年內日數計算。

�.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是根據年末應收賬款餘額除以營業額後，再乘以年內日數計算。

�. 應付賬款週轉日數是根據年末應付賬款餘額除以銷售成本後，再乘以年內日數計算。

�. 現金循環日數是根據存貨週轉日數與應收賬款週轉日數之總和減應付賬款週轉日數計算。

�. 流動比率是根據本集團之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計算。

�. 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乃根據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負債之總和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再除以股東權
益計算。

存貨週轉日數

為降低營運資金需求，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致力加強存貨管
理。因此，本集團年內的存貨週轉日數減少��日至��日。



- �� -

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週轉日數

年內，由於本集團實施嚴格的信貸風險管理，因此本集團的應收賬款週轉日數較去年有
所減少，至��日。應付賬款週轉日數減少至��日，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採取措施降
低存貨水平，因此儘管年內銷售成本增加，但應付存貨供應商之款項仍然維持穩定。

流動比率及淨負債對股本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水平
相若。

於年內，本集團為應付未來的資本開支和營運資金需求而取得新增借款約港幣
���,000,000元，因此導致淨負債對股本比率有所上升，但儘管如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仍然處於低水平，約為�.�%。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客戶皆為擁有全球分銷網絡之國際知名品牌擁有者。同時，本集團大部份
供應商均為本集團客戶指定之國際金屬及塑膠材料生產商。因此，現時本集團大部份銷
售及生產成本均以港幣及美元為單位。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約��%、��%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的銷售額
及約��%、��%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及��%）的採
購額分別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雖然本集團收入及開支的結算貨幣基本上匹配，但管理層仍會持續評估本集團的外匯風
險，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措施以減低本集團之風險。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本集團
之主要業務位於中國大陸，但本集團全部借款均以港幣而並非以人民幣為單位，因此償
還借款的貨幣與經營現金流所獲得的貨幣一致。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
險，以盡量避免本集團因匯率波動而遭受任何損失。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抵押之資產包括(i)為取得銀行借款而抵押的位
於香港賬面淨值約港幣�,���,000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ii)因融資租賃負債而抵押的賬
面淨值港幣���,���,000元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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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名，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名增加��.�%。僱員人數增加主要是為籌備新武漢生產基地的成立以及因本
集團另一個位於深圳的新生產基地於二零一二年竣工而增聘僱員所致。

本集團未來成功與否，全賴不斷加強本身的產品質素及管理。因此，本集團認為其僱員
（尤其是技巧熟練之技術人員及生產管理人員）是其核心資產。本集團會根據現行法律要
求、市場情況以及本集團之業務和員工個別表現定期對其薪酬政策作出檢討。本集團已
採納購股權計劃以吸引和挽留人才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但管理層相信，若要吸引和挽留
出色的員工，除了提供具吸引力之薪酬外，營造和諧而且讓員工的潛力獲得發揮的工作
環境亦相當重要。本集團會為員工的持續發展提供定期培訓。此外，為激發本集團員工
之團隊精神，本集團曾舉辦多項員工活動，其中包括舉辦本集團員工、高級管理層（包括
執行董事）與客戶一同參與之公司外遊及體育活動。同時本集團亦投放大量資源改善廠房
及宿舍環境，務求為本集團僱員創造怡人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展望

儘管市場普遍認為中國汽車市場的增長將較以往緩慢，但國內汽車市場依然向好，距離
飽和尚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隨著中國消費者的要求越來越高，中國的汽車市場將面臨
結構性調整，由以往專注於低成本汽車轉為追求高質素及性能較佳的汽車。儘管我們於
過去二十年累積的精密工程技術可能已超越生產低成本汽車所需，但市場轉向追求高質
素汽車，正好為本集團打開進軍龐大且持續擴展的汽車市場之門戶。展望未來，我們相
信現時於汽車業務的投資將在未來為本集團帶來豐厚的盈利回報，而本集團目前極低的
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以及充足的現金狀況亦足以為本集團提供充裕的投資資金。

最後，本集團一直以來所從事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之營業額持續錄得增長，為新的
汽車業務帶來穩健的現金流。儘管客戶為拓展新興國家的市場而增加了相對低端的產品
的份額，並因此對本集團的利潤率構成影響，但隨著發達國家，即高端產品的主要目標
市場之經濟復甦加快，本集團對未來盈利回升仍然十分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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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
之��,��0,000股上市股份。該等股份於購回後已被註銷，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亦因此按該
等股份之面值減少。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購回 每股 每股 已付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代價總額
  港幣 港幣 港幣千元

二零一二年六月 ��0,000 0.�0 0.�� �0�
二零一二年七月 ��,��0,000 0.�� 0.�� �,���
二零一二年八月 ��,���,000 0.�� 0.�� ��,���
二零一二年九月 �0,�00,000 0.�� 0.�� ��,���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000 0.�� 0.�� �,���    

 ��,��0,000   ��,���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及截至本報告日期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本公司註冊成立所在地）法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

股利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利每股普通股港幣0.��仙，合共約為港幣�,���,000元。在股東於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董事建議之前提下，末期股利將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或相近日子派付。連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派發之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利約港幣��,�0�,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所派發之總股利將約為港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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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所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
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本公司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一
三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室。

待股東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的末期股利後，末期股利將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四日（星期二）或相近日子支付給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名列股東名冊的
股東。為確定符合資格獲取末期股利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
一）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為
符合資格獲取擬派末期股利，所有本公司股份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
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
和中心��樓����-����室。

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報告日期，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中所規
定的守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及董事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舊企業管治守則被修訂並更名為企
業管治守則（「新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及董事亦確認，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已遵守新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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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
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由呂新榮博士擔任主席，其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呂新榮博士、蔡德河先生及梁體超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呂新榮博
士不再擔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審核委員會成員和主席。自二零一三年一月十
一日起，梁體超先生取代呂新榮博士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而因為呂新榮博士退任而在
審核委員會所騰出之職位空缺則由於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林曉露先生
填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與管理層商討內部控制
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合併財務報
表。

核數師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已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
核。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一項決議案，建議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下
年度本公司的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傑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傑先生（主席）、張建華先生（副主席）及張耀華
先生（行政總裁）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德河先生、梁體超先生及林曉露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