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要

– 1 –

本概要旨在讓　閣下綜覽本招股章程所載的資料。既屬概要，故未能載列可能對　閣

下而言屬重要的一切資料。　閣下應閱讀整份文件，始決定是否投資於發售股份。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投資於發售股份的若干特定風險載列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

素」一節。　閣下決定是否投資於發售股份前，應仔細閱讀該章節。

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例如空調器、電冰箱、抽油煙機、流動電話

及電視機等多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統。本集團主要向包括伊萊克斯及澳

柯瑪等品牌的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供應商及製造商提供服務。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向伊萊電器的銷售分別約佔本

集團營業總額的43%、38%及16%，而向澳柯瑪集團的銷售分別約佔本集團營業總額的

21%、21%及26%。董事確認，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來自伊萊電器的營業

額有所下降，主要由於伊萊電器的大部分訂單，一般在每年五月才開始發出。作為國家指

定的單位，推行研發供空調器使用的綠色環保模糊變頻電控系統的國家重點科技新項目，

本集團已在該專門領域中開發知識技術和累積經驗，並擬在中國的智能控制器系統的設計

及生產方面建立一個獨特競爭優勢。

本集團的所有產品均於本集團位於中國浙江省餘姚市四明東路65號的生產廠房製造。

該生產廠房及本集團的總部及職員宿舍合共佔地約48,000平方米，並建於本集團所有的一幅

土地上。董事相信，使用先進的機器及設備有利於本集團業務的效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本集團有4條生產線，而生產設施包括3部自動插入機（用於自動插件工序）、4部SMT機

（用於表面貼裝工序）、4部自動焊接機（用於波浪式焊接工序）及3部內電路性能檢驗設備（用

於測試工序）。有關本集團的生產工序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生產工序及設

施」分節。

董事確認，於整個營業記錄期間，本集團只專注於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各種消費

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統。一直以來，本集團的資源均集中投放於這項業務的業

務策劃及市場推廣策略上，以及在設置生產設施的結構，如選擇工具、機器及工作人員方

面。誠如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一節所述，本集團的業務目標是擴展其於設計、製造及銷

售控制器系統的業務，而股份發售的主要目的是為實現該業務擴展計劃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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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利用其於控制器系統的現有技術、知識及經驗，本集團計劃擴大其產品種類，並

致力於電信裝置控制器系統及TFT-LCD裝置控制器系統的研發。

下表所載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三年

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以業務活動及地區分類的營業額分析：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四個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以業務活動分類

空調器控制器系統 39,646 79.5 143,577 81.3 28,390 55.2
電冰箱控制器系統 1,963 3.9 585 0.3 － －
抽油煙機控制器系統 543 1.1 1,350 0.8 598 1.2
電風扇控制器系統 2,671 5.4 1,031 0.6 － －
電視機控制器系統 － － 16,503 9.3 20,131 39.1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
　系統及裝嵌
　流動電話# 3,778 7.6 12,204 6.9 2,176 4.2
其他控制器系統* 1,281 2.5 1,471 0.8 151 0.3

合計 49,882 100 176,721 100 51,446 100

# 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的設計由本集團客戶提供，而控制器系統則由本集團製造。

* 本集團設計及製造的其他控制器系統包括飲水機控制器系統、空氣淨化機控制器系統及吸

塵機控制器系統。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以地區分類

浙江省 24,787 49.7 70,244 39.8 9,831 19.1
山東省 10,414 20.9 36,453 20.6 13,605 26.4
廣東省 8,222 16.5 34,292 19.4 21,032 40.9
江蘇省 3,285 6.6 23,699 13.4 6,476 12.6
其他地區* 3,174 6.3 12,033 6.8 502 1.0

合計 49,882 100 176,721 100 51,446 100

* 其他地區包括北京市、河南省、上海市及雲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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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及競爭優勢

董事相信，本集團擁有下列實力及競爭優勢：

－ 一支有能力吸引優秀員工和具備豐富經驗及盡責的管理層隊伍；

－ 於設計及製造用於各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制器裝置方面處於獨特的優勢地

位；

－ 客戶基礎穩固；

－ 有能力維持高度操作效率及穩定產品質素，並提供出色的工程支援服務；

－ 按客戶特定要求生產複雜產品的能力；

－ 生產設施位於勞工資源豐富、生產成本低廉及市場潛力龐大的國家；及

－ 策略性地位於浙江省寧波市，該城市座落於與中國各主要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及

福州）相連接的國道網絡及鐵路網絡的交接處，並鄰近台灣，令本集團可依時向其

客戶交貨、招聘高資歷專才，以及發掘更多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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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下表載列摘錄自會計師報告（其全文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的本集團的截至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經審核業績概

要。概要應連同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一併理解：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四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四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9,882 176,721 51,446

銷售成本 (31,393) (109,889) (37,209)

毛利 18,489 66,832 14,237

其他收入 109 1,047 270

銷售費用 (290) (1,349) (245)

行政費用 (3,823) (7,190) (4,713)

經營溢利 14,485 59,340 9,549

融資成本 (890) (2,845) (1,137)

除稅前溢利 13,595 56,495 8,412

稅項 (4,474) (19,632) (3,520)

除稅後溢利 9,121 36,863 4,892

少數股東權益 － － 172

股東應佔溢利 9,121 36,863 5,064

股息（附註1） － (114) (400)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2） 人民幣0.07元 人民幣0.13元 人民幣0.01元

附註︰

1. 董事確認，派付股息予股東，是為了肯定他們對本集團業務的貢獻。董事在宣派股息前已

考慮到本集團的未來資本承擔。

2. 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

日止四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於營業記錄期間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以及於截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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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

個月的加權平均數分別為123,333,333股、273,360,731股及370,000,000股股份的基準計

算。於釐定營業記錄期間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時，已將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000元轉

換為股本、資本化發行22,000,000股股份，以及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本公司轉制為股份有限

公司」一段所述的本公司股份分拆，視為已於所呈示的最早期間開始時發生。

整體業務目標

憑借本集團的專有技術，本集團的業務目標是進一步加強本集團於中國在設計及製造

各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優質智能控制器系統的地位。董事相信，隨着中國生活水平不

斷獲得改善，將來對更先進及複雜的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例如智能空調器及電冰箱）的需

求，以及對本集團設計及製造能使各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具有自動化及具有節省能源功

能的先進控制器系統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的需求，將會不斷上升。

本集團亦計劃利用現時於控制器系統的技術、知識及經驗，將其業務擴大至研發其他

資訊科技產品，例如TFT-LCD裝置控制器系統及電信裝置控制器系統。董事相信，該等產

品將可增加本集團的產品系列、可為本集團建立更多元化的客戶基礎、為本集團產生額外

收益及改善本集團的盈利能力。董事確認，本集團將於未來集中於設計、製造及銷售各種

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制器系統。

業務策略

鑑於本公司於中國的競爭優勢及市場潛力，董事已制訂下列業務策略，以達致本公司

的整體業務目標：

1. 擴大生產能力及產量

本集團計劃透過購入額外設備及機器（例如高速元件插件機及高速SMT機），提高

其生產能力及產量。

2. 加強研發能力及開發新產品

本集團亦計劃進一步投資於其研發，維持本公司產品所用技術的先進地位。除在

本地及從台灣進一步招聘技術人員及購買新設備之外，本集團將繼續與各大學及研究

所（例如北京理工大學及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合作進行科技研究，以及與其他高科技企

業組成策略聯盟。現時，董事估計從台灣招聘員工方面並無任何困難。於最後實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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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期，本集團並無與其他高科技企業洽商組成策略聯盟。本集團計劃將其業務擴展

至研發其他資訊科技產品，例如TFT-LCD裝置控制器系統及電信裝置控制器系統。

3. 銷售及市場推廣

本公司計劃在中國及海外設立更多銷售點、代辦處或分公司，以便擴大本公司產

品的市場覆蓋層面。本集團亦將會繼續參與中國的展覽會及貿易展，並計劃舉行研討

會，以進一步加強其於行業的聲譽及提高銷售表現。

4. 提高管理系統及提供僱員培訓

本集團計劃透過採納先進系統軟件及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改善其管理資訊科技系

統及內部監控系統。本集團亦計劃為僱員（包括管理層人員、研發人員及技術人員）提

供更多培訓。董事相信，培訓可提升其僱員的水準及表現，從而改進本集團的管理、

研發能力、生產效率及產品質量。

進行股份發售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每股發售股份0.45港元的指示性發售價（即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0.45港元至0.60港

元的範圍下限），本公司自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估計約為

47,000,000港元。本集團現時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

－ 約27,000,000港元用作擴大生產能力及產量，設立4條額外生產線動用約7,000,000

港元，新機器包括 1部高速元件插件機約 4,500,000港元及 3部高速 SMT機約

14,000,000港元，以及購置額外生產機器（例如焊接機及電腦）約1,500,000港元；

－ 約14,000,000港元用於研發能力及開發新產品，約9,000,000港元用以購入研發設

備、約2,000,000港元用以招聘約17名研發人員及約3,000,000港元用於研發新產

品，包括電信裝置控制器系統及TFT-LCD裝置的控制器系統；

－ 約5,000,000港元用作銷售及市場推廣，其中約2,000,000港元用作在香港及廣州等

城市設立銷售點，約2,000,000港元用作舉辦貿易展覽及會議，及在貿易雜誌及其

他媒體刊登廣告，而約1,000,000港元用作招聘約8名銷售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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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000,000港元用作加強管理系統及僱員培訓。

倘發行發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並無即時用作上述用途，董事現時擬將該筆所得款項

淨額存放於銀行或財務機構。

股權架構

下表載有本公司緊接及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

根據創業板

緊接股份發售 上巿規則

完成前於 有關限制

本公司擁有 股份出售

直接或間接 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於本公司 所持股份 的凍結期

成為 股權的 擁有直接或間接股權 所持股份的 的概約 （由上巿

股東名稱 股東的日期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繳付價格 平均成本 日期起計）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5）
本公司上巿時管理層股東（附註1）
王先生 二零零零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5,250,000 0.04 12個月

八月三日

中國瑞聯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2） 九月二十八日
深圳瑞聯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3） 九月二十八日
李先生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4） 九月二十八日
劉先生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4） 九月二十八日
鄭先生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4） 九月二十八日
中國電子商會 二零零一年 35.0% 129,500,000股 25.90% 8,750,000 0.07 12個月
　（附註3） 九月二十八日
陳先生 二零零零年 25.0% 92,500,000股 18.50% 3,750,000 0.04 12個月

八月三日
施先生 二零零一年

九月二十八日 2.5% 9,250,000股 1.85% 625,000 0.07 12個月
魏先生 二零零一年 2.5% 9,250,000股 1.85% 625,000 0.07 12個月

九月二十八日
根據股份發售 不適用 不適用 130,000,000股 26.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的公眾股東

合計：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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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承諾，

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規定外，由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不會出售（或訂立任

何協議出售）或准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其於本公司中的任何上述直接

或間接權益。

2. 中國瑞聯是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發起人及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之

一。中國瑞聯由深圳瑞聯（一間於中國成立及以中國為業務基地的公司，由李先生（非執行

董事）擁有42%權益，由鄭先生擁有32%及由劉先生（執行董事）擁有26%權益）擁有90%權

益。中國瑞聯餘下的10%權益則由中國電子商會（根據中國法律註冊的社會團體法人）擁

有。

3. 深圳瑞聯及中國電子商會均非登記股東。深圳瑞聯及中國電子商會各自於129,500,000股內

資股的間接股權權益，是透過一名登記股東中國瑞聯持有。就此表而言，中國瑞聯的加入

被視為與深圳瑞聯及中國電子商會的加入有關。

中國電子商會及深圳瑞聯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承諾，

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規定外，由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不會出售（或訂立任

何協議出售）或准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其於中國瑞聯中的任何上述直

接或間接權益。

中國電子商會及深圳瑞聯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承諾，

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規定外，由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將會促使中國瑞聯不

會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或准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中國瑞聯於本

公司的任何有關證券。

4. 李先生、劉先生及鄭先生各人並非登記股東。李先生、劉先生及鄭先生各人於129,500,000

股內資股的間接股權權益，是透過一名持有中國瑞聯90%直接權益的登記股東深圳瑞聯持

有。就此表而言，中國瑞聯的加入被視為相當於李先生、劉先生及鄭先生的加入。李先

生、劉先生及鄭先生各自於深圳瑞聯的直接股權為42%、26%及32%。

李先生、劉先生及鄭先生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承諾，

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規定外，由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不會出售（或訂立任

何協議出售）或准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其於深圳瑞聯中的任何上述直

接或間接權益。

李先生、劉先生及鄭先生已各自向聯交所、本公司、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承諾，

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規定外，由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將會促使深圳瑞聯不

會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或准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深圳瑞聯於中

國瑞聯中任何上述直接或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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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公司法第147條，發起人於一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由該等公司的註冊成立日期起

計三年期間內不得轉讓。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註冊成立為一間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所持的內資股

受公司法所施加的限制所限，及受到直至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八日為止三年的凍結期所限，

該段期間較創業板上巿規則對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所施加的禁售期為長。

然而，倘於本招股章程刊發後公司法有任何變動，以致發起人可在公司法向其施加的禁售

期屆滿前出售其內資股，發起人仍受到創業板上巿規則向其施加的禁售期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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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董事認為，本公司業務須面對下列若干風險。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i) 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

－ 依賴主要客戶

－ 信貸風險

－ 保障技術秘密及技術知識

－ 依賴主要管理人員

－ 依賴主要供應商

－ 依賴一項主要產品

－ 將來擴充業務的不明朗因素

－ 維持增長

－ 依賴主要往來銀行的銀行貸款

－ 股息政策

－ 實行本集團策略以達致業務目標

(ii) 與設計及製造電子元件行業有關的風險

－ 科技發展

－ 競爭

－ 新加入者的威脅

－ 技術人員人事變動

(iii) 與中國有關的風險

－ 政治及經濟因素

－ 外㶅

－ 法律及其他監管考慮因素

(iv) 與股份發售有關的風險

－ H股的流通性及H股市價於股份發售後可能出現的股價波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