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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出有關發售股份的任何投資決定前，有意投資者應審慎考慮本招股章程所載的一

切資料，特別是以下有關本公司的風險及特別考慮因素。

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

依賴主要客戶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主要是在中國的獨立第三方家用電器生產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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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五大客戶的銷

售額佔各有關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約83%、90%及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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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伊萊電器的銷售額分別佔本

集團營業額約43%（約人民幣21,000,000元）、38%（約人民幣66,000,000元）及16%（約人民幣

8,000,000元），而本集團向澳柯瑪集團的銷售額則分別約佔21%（約人民幣10,000,000元）、

21%（約人民幣36,000,000元）及26%（約人民幣14,000,000元）。本集團向伊萊電器提供為期

90日的賒賬期，並向澳柯瑪集團提供為期60日的賒賬期。董事確認，本集團過往向伊萊電

器及澳柯瑪集團收取應收貿易賬款並無遇到任何困難，而於營業記錄期間，並無就該兩名

客戶計提特定壞賬撥備，該兩名客戶亦無失責事件。然而，倘一名或以上該等客戶與本集

團終止業務關係或本集團未能吸納新客戶，則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會受到不利影響。

信貸風險

本集團通常為其客戶提供最長為90日的賒賬期及最高達人民幣6,000,000元的信貸限

額，惟須視客戶的信用可靠程度、他們與本集團的業務關係及他們的銷售與付款記錄而

定。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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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90日未支付的應收貿易賬款，分別約佔該等各段期間的撥備前應收貿易賬款的

3.2%、12.3%及8.0%。董事認為，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超過90日未支付的應收

貿易賬款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大幅增

加，本集團為了維持競爭力，給予若干客戶更長的賒賬期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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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呆賬撥備分別約

為人民幣200,000元、人民幣1,3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約為人民幣17,258,000元，相當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的

本集團流動資產總值約34%及有形資產淨值約29%。董事相信，該應收貿易賬款的金額是由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銷售額增加及給予本集團客戶的賒賬期最多達90日

所致。董事進一步確認，該筆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應收貿易賬款其後已於二零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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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前悉數清償。本集團不能保證客戶將會悉數或準時償付應付本集團的賬款，而倘客

戶不能悉數或準時付款，則本集團的表現與盈利能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保障技術秘密及技術知識

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若干主要產品的若干技術知識（例如空調器控制器系統及電視機控

制器系統）在任何地方（包括中國）申請專利註冊。這是因為在中國辦理專利註冊須要披露及

公開刊登設計詳情，而董事認為，這樣可能不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專利註冊視乎註冊的

地理覆蓋面而僅提供若干程度的保障，而並非為該技術知識提供絕對全球保障。在中國辦

理專利註冊的保障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境內，但不會在其他地區如香港、澳門或台灣等地

提供保障。董事認為，由於在中國該等地區非常接近，故將上述技術知識作為專利註冊所

獲得的保障，相對於技術知識由於須要註冊專利而被抄襲或模仿的風險而言，可謂得不償

失。任何重大侵犯該技術知識或會對本集團的銷售有不利影響，以致會影響其營運業績。

依賴主要管理人員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發展及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一群主要人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級

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的效力。倘這群主要行政人員不再參與本集團的管理及經營，或他們

向本集團提供的服務被中斷，均可能對本集團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雖然，本集團已與全體

執行董事簽訂固定年期的服務合約，但不保證本集團日後將能挽留這群主要行政人員為其

服務。

董事相信，本集團未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能否招聘、挽留及激勵高熟練及

資深技術人員。此外，本集團不斷擴充業務亦將需要增聘技術人員。現時難以確保本集團

日後將可挽留或吸納合適能幹的技術人員，而且倘本集團流失資深員工，或未能調配人力

資源以應付最新市場發展，則會對本集團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依賴主要供應商

本集團向其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採購的主要原材料及元件有PCB、CPU、IC、變壓器、金

屬及塑膠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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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五大供應商的採購額相當於本集團於各有關期間的採購總額約

57%、61%及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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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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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最大供應商佔本集團於各有關期間的採購總額約20%、23%及

37%。倘該等供應商不再供應原材料與元件予本集團，而本集團不能以相宜的價格向其他供

應商採購該等原材料與元件，則本集團的業務與財務表現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倚賴一項主要產品

銷售空調器控制器系統的營業額，分別約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營業總額（分別

約為人民幣50,000,000元、人民幣177,000,000元及人民幣51,000,000元）79.5%（約人民幣

40,000,000元）、81.3%（約人民幣144,000,000元）及55.2%（約28,000,000元）。倘空調器控制

器系統的市場需求及銷售於日後下降，則本集團的業務及盈利能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將來擴充業務的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計劃採取策略，拓展中國各地的業務及擴闊客戶基礎。這些策略可能涉及市場

推廣及廣告宣傳，以及增加研發投資。這些拓展計劃會否成功是無法保證的。倘本集團未

能將所收購的任何業務與本集團的業務整合，或管理層未能維持、物色及發掘現有客戶及

準客戶、策略關係及市場機會，則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狀況構成負面影響。

此外，本集團的拓展計劃可能對其管理、營運及財務資源構成沉重負擔，惟不能保證

管理層將能夠應付這些計劃對本集團的資源造成的壓力及妥善管理本集團未來的增長。倘

本集團的資源不足以應付未來增長，則可能會對本集團未來的業務及營運造成不利影響。

維持增長

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受到若干不明朗因素所影響，例如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的能

力，推出創新意念產品的能力、貫徹執行業務策略、穩健的管理隊伍、整體行業表現及競

爭力，以及合同的盈利能力。上述任何因素產生的不利變動將會對本集團的經營表現構成

不利影響。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50,000,000元及人民幣177,000,000元，相當於約254%的營業額增長。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

三十日止四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39,000,000元及人民幣51,000,000元，相當於約31%的營業額增長。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

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內營業額相對增長較低，主要是由於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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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症對本集團的業務產生負面影響。董事相信，本集團業務增長的原因（例如是國家一次

過的津貼資助）可視為僅會於本集團發展初期存在的短期因素。本集團能否在任何其後期間

維持於營業記錄期間所達致的營業額增長，是不能保證的。

依賴主要往來銀行的銀行貸款

於營業記錄期間，本集團業務營運的資金，部分來自其主要往來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餘

姚市分行（「放款銀行」）提供的短期及長期貸款。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未

償還放款銀行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50,000,000元，將分別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及二零零五

年第二季償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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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逐漸下降，分別約為54%、

34%及29%。本集團的債務與資本比率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76%大

幅下降至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97%，跌幅約為65%，其後於截至二零零

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再下降至約74%，跌幅約為24%。若計及本集團內部產生的資金、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本集團的業務計劃，董事相信，本集團的債務與資本比率在日後

將可進一步改善。放款銀行向本集團確認，不會在原定到期日前，向本集團追討該等銀行

借貸，並已授予本集團權利將償還銀行借貸的原定到期日延後最少三年，本集團可於該等

銀行借貸原定到期日行使該權利，而條款與之前訂有的條款（包括利率）大致相同。本公司

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以上由放款銀行給予的確認，乃有效及可合法強制執行。

倘本公司拖欠償還銀行貸款、在銀行貸款到期須要轉期或重續遇到困難，或其業務營

運未能產生充足的現金流量以應付其經營開支，則本公司的業務營運及表現以及實行業務

計劃的能力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股息政策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

團已宣派股息分別約為人民幣114,000元及人民幣400,000元。董事確認，派付股息予股東，

是為了表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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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應注意，上述派付股息不應用作本集團股息政策的參考或基準。本集團並

無提供任何保證，將於未來作出類似金額或按類似利率的股息。本集團日後的任何股息宣

派、派付及金額將視乎（其中包括）其他因素，本集團的盈利財務狀況、現金需求及可動用

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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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本集團策略以達致業務目標

如本招股章程「業務目標陳述」一節所述，本集團的業務計劃是基於現行情況，及按若

干情況將會或將不會發生的基準及假設，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的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然而，

現時不能保證本集團一定能成功執行策略，或即使該等策略獲實行，亦不能保證可順利達

致本集團的目標。倘本集團未能有效執行策略，則本集團的業務運作及財務表現將會受到

不利影響。

與設計及製造電子元件行業有關的風險

科技發展

董事相信，本集團業務的市場（包括TFT-LCD及電信設備的智能控制器系統），其特色

為科技日新月異、產品規格層出不窮，而客戶需求不斷改變。因此，本集團日後能否成

功，將視乎本集團能否透過不斷改良其現有產品及服務，及引入應用可改良表現，功能及

可靠性的最新科技的新產品，從而能符合成本效益地適應科技發展。假若本集團未能適應

有關轉變，則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的控制器系統是作為用於製造各電器及電子用品的元件。因此，倘採用本集團

控制器系統的電器及電子用品需求波動，則本集團控制器系統的需求亦可能受到影響。

競爭

本集團面對來自中國其他電子控制器系統設計廠家及生產商的競爭。董事明白，其競

爭對手可能會推出與本集團的產品相似的產品，亦預期產品訂單產生的收入可能由於競爭

中而受挫。本集團概不保證能維持現有邊際利潤及市場佔有率。倘本集團未能持續透過提

供多元化的產品組合、保持及提升產品質素，維持具競爭力的價格，以維持本集團的競爭

力，而競爭對手數目卻激增、其服務質素迅速提升，或項目報價大幅下降，則本集團的盈

利能力或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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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者的威脅

儘管設計及製造電子控制器系統存在進軍市場的障礙，包括技術專業知識、重大資本

需求、與建立客戶關係有關的困難，以及建立可媲美本集團規模的企業所需的巨大而廣𡚸

的客戶基礎，然而，新加入者未嘗不可透過大量投資於必需的科技及市場發展，以開發或

取得所需技術能力及客戶基礎，從而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構成競爭。倘新加入者較本集團

更優勝，則本集團的業務或會受到不利影響。

技術人員人事變動

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技術支援及研發功能均要求員工熟悉相關技術知識。因

此，本集團業務的成功有賴是否有及持續有技術專業知識及支援。本集團無法保證將能挽

留現有僱員，或物色或招聘合適的新僱員。倘本集團未能招聘或挽留所需人員，可能會對

本集團業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與中國有關的風險

現時，本集團的全部資產及業務均位於中國，而其經營的收入亦全部來自中國。因

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的經濟、政治及法律的發展所影響。

政治及經濟因素

於一九七八年實行經濟改革政策之前，中國原實行計劃經濟。自此以後，中國政府對

中國經濟制度進行改革，並於近年來開始改革政府架構，令經濟大幅增長及社會進步。雖

然中國政府仍擁有中國的很大部分生產資源，但經濟改革政策則強調企業自治及利用市場

機制。董事現時預期中國政府將會繼續進行改革，進一步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並會更

加依重市場機制去調配資源。雖然董事相信這些改革將對本集團的整體及長期發展有正面

的影響，惟倘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法律、規例及政策有任何變化，則不能保證

會否對本集團現時或日後的業務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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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㶅

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兌換為外㶅實施管制。中國政府已實施根據市場供求決定的統一浮

動㶅率制。在此新制度下，中國人民銀行會根據銀行同業外㶅市場前一天的交易，公布中

國人民銀行㶅率。指定的外㶅銀行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㶅率為基準，在中國人民銀行指

定浮動範圍內釐定本身的㶅率，按照這個㶅率與客戶訂立外㶅買賣交易。雖然新規例有助

加強人民幣的流通性，但人民幣仍非自由兌換貨幣。

根據中國現行外㶅規例，於股份發售完成後，本公司可透過經常賬進行外㶅交易（包括

派付股息）而毋須先經外㶅管理局批准，惟本公司必須出示該等交易的有關證明文件，且有

關交易必須由獲准從事外㶅交易的中國的銀行經辦。然而，倘中國的外㶅供應短缺，則無

法保證中國政府不會限制獲取外㶅以進行經常賬交易。

有關資本賬的外㶅交易（包括與外幣債務有關的償還本金）仍然受到限制，並須取得外

㶅管理局事先批准。該等限制可能影響本公司透過債務融資獲取外㶅，或獲取用於資本支

出的外㶅，或向H股持有人支付股息的能力。

人民幣價值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修訂中國政府政策、中國國內及國際經濟及政治發

展，以及當地市場的供求。過去數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官方㶅率總體屬穩定。然而，目前

不能保證人民幣兌美元或任何其他外幣的㶅率會持續穩定。由於本公司現時並無在中國以

外銷售產品，因此，人民幣幣值波動不會對本公司的整體營運構成負面影響。然而，現時

無法保證人民幣㶅率的未來變動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不利影響。

本公司未來派付港元股息的能力亦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法律及其他監管考慮因素

法律制度

儘管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已頒布及補充多項監管經濟事務的法律及規例，但董事

認為與其他發達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相比之下，中國的法律制度仍未完善。中國法律的詮

釋或會受到反映本地、政治及社會變動的政策變動所影響。此外，在中國執行判決亦可能

會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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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制度發展的同時，頒布新法律或修訂現行法律或會影響境外投資者。自一九

八二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憲法批准境外投資以來，整體的法律影響是能夠大大加強對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保障。然而，無法保證日後出現法律或詮釋的變動不會對本集團造成

不利影響。

股東權利

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現時均在國內經營，其營運主要受中國法律監管。作為一家

在中國以外地方將股份提呈發售並上市的中國公司，本公司須遵守特別規定及必備條款。

必備條款載有若干條款，而該等條款必須載入境外上市中國公司的公司章程內，目的旨在

監管有關公司的內部事務。公司法及特別規定與在香港及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註冊成立的

公司適用的法規相比，整體上不夠先進。

公司法在若干重要方面與香港及其他採用普通法的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法有所不同，尤

其是有關投資者保障方面存在重要差異，當中包括少數股東的衍生訴訟及其他少數股東的

保障、董事限制、財務披露、修訂不同類別股份的權利、股東大會程序及派付股息等方

面。

引入必備條款及創業板上市規則實施的若干額外規定，是為減低香港公司法例與公司

法的差別。必備條款及有關的額外規定必須載入所有申請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公司章

程內。公司章程載有必備條款及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條文。儘管已載入有關條文，惟

無法保證本公司股東可以享有在香港法例下或其他更發達國家司法權區所得到的同等保

障。

證券法律及法規

中國證監會負責管理及監管全國證券市場及行業。國務院頒布的法規及中國證監會所

實施的相關措施（例如針對上市中國公司的合併、收購和資料披露規定），適用於一般上市

公司而不限於任何特定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這些法規及措施亦有可能適用於一

家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例如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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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法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證券法是監管規範中國證券市場及行業的主要

法律。國務院及中國證監會亦頒布多項有中國企業在中國境外買賣證券及上市的規則及規

例。大部分中國證券法規在最近才頒布，其詮釋及應用存在若干不明朗因素。中國主要證

券法規的概要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三。

H股持有人繳納的稅項

根據現行中國稅法、規例及規定，本公司支付予身為非中國居民的國外人士的H股股東

或在中國並無設立永久辦事處的外資企業股東的股息，現時均毋須徵收中國預扣稅。此

外，現時個人或企業出售H股或其他轉讓亦毋須繳付中國資本收益稅。然而，無法保證該等

股息或收益日後亦毋須繳納預扣稅或資本收益稅。倘須繳付該等稅項，H股持有人所收取的

股息，可能須繳納20%的預扣稅，或可能須繳納20%的資本收益稅，惟可根據中國與國外人

士或外資企業的國家適用的雙重扣稅條約寬減或豁免有關稅項。

爭議的仲裁

法院裁決及仲裁的強制執行性

中國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以簽署及執行香港或大部分其他司法權區的法院裁

決。因此，本公司要在中國簽署及執行香港或其他司法權區的法院裁決實非易事。務請注

意，根據公司章程，若H股持有人與本公司、董事、監事、經理、管理人員發生爭議，或基

於公司章程、公司法或公司條例所附帶或施加與本公司事務有關的任何權利或責任而提出

索償，該名人士須把爭議或索償交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或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仲裁的裁決為最終裁決，對各方均具約束力。

中國為承認及強制執行外國仲裁法的聯合國公約（「紐約公約」）的簽署國之一，一直以

來均容許在中國相互強制執行由位於其他紐約公約簽署國的仲裁機構的裁決。自中國於一

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紐約公約不再適用於在中國其他地區強制執行

香港仲裁裁決。該項關於中國及香港仲裁裁定的相互實施的新安排已獲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及香港立法會批准，並已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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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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發售完成前，H股並無存在公開市場。H股的發售價將由本公司及國泰君安證券（代

表包銷商）經協議釐定。發售價可能會與H股的市價有所差距，以及未必成為H股在創業板

買賣的價格指標。在創業板上市並不能保證可發展活躍的H股買賣市場，或維持活躍的買賣

市場。

於股份發售完成後，H股的交投量及市價可能受到多項因素影響，諸如本公司的收入、

盈利能力及現金流量、有關新產品及／或投資計劃的公布、科技創新、高級管理層的變

動、策略聯盟及／或收購、H股的交投量、創業板的發展、整體經濟狀況及其他因素，這些

因素均可能導致H股市價及／或交投量大幅波動。概不保證將來不會出現這些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