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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架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下圖所示為緊隨股

份發售完成後本集團的股權架構：

附註：

1. 中國瑞聯是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其中一名發起人及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

股東。中國瑞聯由深圳瑞聯（一間於中國成立及以中國為基地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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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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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屹天科技的餘下49%股權是由Collex Technology Corp.所擁有，Collex Technology Corp.

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其股份由

八名在台灣居住的人士（即阮勝得、陳耀宗、陳春田、陳素琴、侯文田、黃雲娟、黃一彥

及廖國華）持有。Collex Technology Corp.、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所有股東均為獨

立第三方。

3. 屹泰電子的餘下49%股權是由胡進慶先生擁有，胡進慶先生為獨立第三方。

歷史及發展

本集團的根源可追溯至二零零零年八月，當時屹東電子於中國浙江寧波餘姚市馬渚鎮

成立，繼承當時寧波漢達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寧波漢達」）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智能控制器

系統業務，本公司現時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各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例如空

調器、電冰箱、抽油煙機、流動電話及電視機）的智能控制器系統。

寧波漢達是一家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在中國浙江省寧波餘姚市馬渚鎮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首次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500,000元。於成立寧波漢達直至由寧波漢達轉讓業務予屹東

電子為止，寧波漢達由王先生持有34.67%、由孫漢農持有40.33%、由陳達華持有5%及由餘

姚市漢鳴電器有限公司（當時由孫漢農及陳達華各佔一半股份持有）持有20%。董事確認，

孫漢農、陳達華及餘姚市漢鳴電器有限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並就董事所深知，孫漢農及

陳達華均為商人，而餘姚市漢鳴電器有限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於有關時間從

事製造及銷售電器用具。寧波漢達當時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智能控制器系統。王先生是

當時寧波漢達的總經理及董事會主席，負責寧波漢達整體營運及管理，調配其專才於智能

控制器系統技術及其技術員。由寧波漢達成立至寧波漢達轉讓予屹東電子，寧波漢達的董

事會成員為王先生、孫漢農先生及陳達華先生。

自成立寧波漢達以來及於業務由寧波漢達轉讓予屹東電子前，寧波漢達處於發展階

段，並一直集中於研發空調器及電冰箱的控制器系統，以及僅從事小規模銷售及生產該等

控制器系統。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寧波漢達的其他股東無意繼續智能控制器系統業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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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持有不同見解。其後，王先生停止參與寧波漢達的業務，並為專攻智能控制器系統

業務而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成立屹東電子以收購當時寧波漢達的業務。該項收購已經獲馬渚

鎮工業辦公室批准，據此，寧波漢達的分攤負債及全部資產及寧波漢達已開發的軟件已轉

讓予屹東電子，代價約為人民幣4,500,000元。上述業務轉讓的代價高於當時寧波漢達分攤

負債及所有資產及已開發軟件的資產淨值，即約人民幣3,300,000元。董事確認，釐定上述

業務轉讓的代價，乃根據當時寧波漢達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經公平磋商，及根據上述業

務轉讓所轉讓的寧波漢達智能控制器系統業務的潛力而釐定，乃公平合理。此外，經國家

經貿委於二零零零年九月批准，研發2000年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綠色環保模糊變頻電控系

統，其原本是委派予寧波漢達，已再委派予屹東電子。全部業務轉讓的代價約為人民幣

4,500,000元，但並無單獨就項目轉讓列出該代價的分析，以及並無該項目轉讓特別協定條

款及條件。董事確認，寧波漢達的其他股東並無就業務由寧波漢達轉讓予屹東電子向屹東

電子提出任何索償。

屹東電子的最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元，而屹東電子初期的股權持有人及他們

各自對註冊資本作出的注資額及於屹東電子的持股量百分比如下：

註冊資本

股權持有人 注資額 持股量(%)

人民幣千元

王先生 1,750 35%

陳先生 1,700 34%

馬渚企業 1,550 31%

合計 5,000 100%

馬渚企業為於中國成立的地方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於屹東電子於二零零零年八月成

立時，屹東電子的客戶包括迪貝機電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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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由於在屹東電子成立時，陳先生及馬渚企業認為王先生所開發的控制器系

統技術及以該技術生產的控制器系統，將會廣受巿場歡迎，因此，他們在當時已向屹東電

子注資，他們並相信，在注入該控制器系統技術及生產業務後，屹東電子將可賺取豐厚盈

利。

自屹東電子成立後及直至大約二零零二年一月，本集團租用位於中國餘姚市陽明西路

299號（建築樓面面積約7,300平方米）的一項物業作為本集團的總部及生產廠房。綠色環保

模糊變頻空調電控系統的初期研發工作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展開，而最後測試階段則於二零

零一年八月完成。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本集團開始與其主要客戶伊萊電器（一間於中國以國際品牌伊萊克

斯生產空調器的製造商）的業務關係，以設計及生產綠色環保模糊固頻空調電控系統。於同

月，屹東電子亦開始與其另一名主要客戶澳柯瑪集團的業務關係，以設計及生產類似的空

調器控制器系統。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屹東電子獲評為「2000年餘姚市高新技術企業」及「2001年寧波市苗

子高新技術企業」。

經屹東電子的股權持有人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批准，馬渚企

業及陳先生分別將其於屹東電子的26%及9%權益，以人民幣3,900,000元及人民幣1,350,000

元代價轉讓予中國瑞聯。而馬渚企業已轉讓於屹東電子註冊資本中餘下的5%權益予施先生

及魏先生（各為2.5%），代價分別為人民幣375,000元及人民幣375,000元。董事相信，中國瑞

聯、施先生及魏先生當時投資於屹東電子，是由於他們認為，有見於屹東電子自成立以來

盈利不斷增加，且中國對控制器系統的需求正在增加，本集團的控制器系統業務將會有良

好的表現。陳先生及馬渚企業因轉讓其各自於屹東電子的權益，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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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確認，上述轉讓的代價乃經參考屹東電子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計算。

於轉讓後，屹東電子當時的股權持有人及他們對屹東電子註冊資本的注資額及股權百分比

如下：

股權持有人 註冊資本注資額 持股量(%)

人民幣千元

王先生 1,750 35%

中國瑞聯（附註1） 1,750 35%

陳先生 1,250 25%

施先生（附註2） 125 2.5%

魏先生（附註3） 125 2.5%

5,000 100%

附註：

1. 中國瑞聯是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其中一名發起人及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

股東。中國瑞聯由深圳瑞聯（一間於中國成立及以中國為基地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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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現時是中國瑞聯的法定代表。

2. 施先生是中國寧波餘姚巿一間熱水設備工廠的銷售經理。

3. 魏先生是中國寧波餘姚巿一間軸承工廠的銷售經理。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屹東電子與交通銀行寧波分行（「該銀行」）簽訂一份轉讓合同，據

此，該銀行（作為承按人）向屹東電子出售透過執行青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的按揭所購入的

資產，代價約為人民幣33,000,000元。代價的金額為經屹東電子與該銀行之間公平磋商，及

經參考所轉讓資產的估值約人民幣33,580,000元而釐定。由中國認可估值師按公開市值基準

進行估值。董事確認，本集團於上述轉讓中的資金是來自銀行借貸及集團的內部資源。所

轉讓的資產為於中國浙江省餘姚市四明東路65號的裝修及家具、土地及樓宇（總面積約

48,000平方米），該等土地及樓宇已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起用作本集團的總部、生產廠房及員

工宿舍。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屹東電子及中國銀行寧波分行（「中國銀行」）已簽訂一份轉讓合

同，據此，中國銀行（作為承按人）向屹東電子出售資產（如製造控制器系統的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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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透過執行青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的按揭而購入有關資產，代價約為人民幣

1,120,000元。代價的金額為經屹東電子及中國銀行之間公平磋商而釐定。董事確認，本集

團於上述轉讓中的資金是來自集團的內部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屹東電子將其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00,000元增至人民幣15,000,000

元。屹東電子當時的股權持有人按他們於屹東電子當時各自的股權比例現金注資，向屹東

電子的註冊資本注入人民幣10,000,000元的增資額。於上述註冊資本增加後，屹東電子的股

權持有人及他們各自對註冊資本的注資額及於屹東電子的股權百分比如下︰

股權持有人 註冊資本注資額 持股量(%)

人民幣千元

王先生 5,250 35%

中國瑞聯 5,250 35%

陳先生 3,750 25%

施先生 375 2.5%

魏先生 375 2.5%

15,000 100%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為擴大本集團的產品種類，屹天科技由本公司及 Collex

Technology Corp.（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於中國成立為中外合資企業。屹天

科技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元，由本公司注資現金人民幣5,100,000元 (51%)及由

Collex Technology Corp.注資現金人民幣4,900,000元(49%)。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

及Collex Technology Corp.已分別向屹天科技的資本注資現金人民幣765,000元及人民幣

735,000元，即合共為屹天科技原先的註冊資本15%。按照有關當局授出的批文，各合營夥

伴可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支付註冊資本的其餘出資額。董事相信，本集團向屹天

科技的註冊資本的餘下注資可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並確認本集團將不會以所得款項淨

額用作本集團注資屹天科技的註冊資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屹天科技董事會成員為王

先生（主席）、王佩章、劉先生、陳春田（副主席）及阮勝得。Collex Technology Corp.由天

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其股份由八名於台灣居住的人士（即阮勝得、陳耀宗、陳春

田、陳素琴、侯文田、黃雲娟、黃一彥及廖國華）持有。董事已獲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知

會，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作為一間在台灣註冊成立的公司，根據台灣的法律及規定，不

得在中國作出直接投資。因此，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透過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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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控股公司Collex Technology Corp.而投資於屹天科技。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從事

提供電訊服務及批發電信裝置業務。因此，董事相信，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透過注資入

屹天科技加盟本集團，對於本集團建議發展的電信裝置控制器系統業務將有所助益。Collex

Technology Corp.的唯一董事是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或Collex

Technology Corp.並無從事與本集團競爭的業務。天櫻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所有股東均為

獨立第三方。現擬屹天科技將會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開始主要從事電信裝置的控制器系統

的研發。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屹東電子獲寧波市科學技術局及寧波市財政局評為「寧波市高新技

術企業」。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為進行轉制，發起人訂立一份協議，將屹東電子轉制為

本公司，成為一間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7,000,000元，分為37,000,000股每股

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發起人按其各自於屹東電子股本權益的比例認購本公司註冊資

本中的全部37,000,000股內資股。

自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屹東電子（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已根據公司法轉制

為本公司（中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東及其各自於本公司的股權如下︰

以內資股代表

股權持有人 的註冊資本 持股量(%)

人民幣千元

王先生 12,950 35%

中國瑞聯 12,950 35%

陳先生 9,250 25%

施先生 925 2.5%

魏先生 925 2.5%

37,000 100%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發出的新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本公司正式成立為一間股

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其後獲中國證監會批准將一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拆細為十股每

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而緊接發行H股上市前，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因此分為

37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



業 　 務

– 55 –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屹泰電子由本公司及胡進慶（為一名台商，並為獨立第三方）於中

國成立為合資企業（台灣）。屹泰電子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元，本公司及胡進慶分

別透過現金注資方式擁有屹泰電子51%權益及49%權益。屹泰電子的資本已於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悉數注資。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屹泰電子董事會成員為王先生（主席）、劉先生及胡

進慶先生（副主席）。屹泰電子於近期成立，並未開始其業務。現擬屹泰電子由二零零三年

十一月起主要從事研發顯示裝置的控制器系統，例如TFT-LCD顯示裝置。胡先生由一九九

九年以來已於製造顯示器業務工作。因此，董事相信，胡先生透過注資入屹泰電子加入本

集團，對於本集團建議發展TFT-LCD裝置控制器系統業務將有所助益。胡先生並無從事與

本集團競爭的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簽訂一份有關連人士交易，向屹天

科技的股東Collex Technology Corp.購入約人民幣10,900,000元的固定資產。董事確認，他

們已比較過不同供應商的報價，認為Collex Technology Corp.提供的價格是最佳選擇。董

事進一步確認，收購是在日常及一般業務範圍內進行。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已

支付約人民幣7,300,000元，其後於二零零三年八月支付餘額約人民幣3,600,000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本公司獲浙江省科學技術廳認可為浙江省高新技術企業。於二零

零三年四月，本公司亦獲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認可為2003年國家火炬計劃

重點高新技術企業。

本集團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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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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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家的指定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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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競爭優勢。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指

出，本集團已取得所有必要的政府執照及批文，以進行其現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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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於整個營業記錄期間，本集團只以積極拓展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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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標。一直以來，本集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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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於選擇工具、機器及工作人員方面投

放不少資源，並致力於這兩方面的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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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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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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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業務活動及地區分類的營業額分析：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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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業務活動分類

空調器控制器系統（附註1） 39,646 79.5 143,577 81.3 28,390 55.2

電冰箱控制器系統（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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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2） 2,671 5.4 1,031 0.6 － －

電視機控制器系統（附註3） － － 16,503 9.3 20,131 39.1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及

　裝嵌流動電話（附註4） 3,778 7.6 12,204 6.9 2,176 4.2

其他控制器系統（附註5） 1,281 2.5 1,471 0.8 151 0.3

合計 49,882 100 176,721 100 51,446 100

附註：

1. 董事相信，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的空調器控制器系統對營業額的

貢獻下降，主要原因正如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季節因素」一段所述，本集團剛踏入其空

調器控制器系統的生產旺季，而這段期間通常是四月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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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相信，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電冰箱控制器系統及電風

扇控制器系統對營業額的貢獻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電冰箱控制器系統及電風扇控制器

系統的邊際毛利低所致，並不值得本集團再在這項業務進行促銷。董事進一步相信，中國

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亦對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電冰

箱控制器系統及電風扇控控制器系統的營業額構成負面影響。

3. 董事相信，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的電視機控制器系統對營業額的

貢獻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為促銷電視機控制器系統，對電視機控制器系統採取較低邊

際利潤的定價策略。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設計電視機控制器系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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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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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來自其他控制

器系統的營業額下跌，主要是由於受到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負面影響所

致。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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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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種類

目前，本集團設計的智能控制器系統產品，主要用於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例如空調

器、電冰箱、抽油煙機及電視機）。有見於本段「產品種類」中「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的製造

及流動電話的裝嵌」分段所述的利益，本集團亦製造由客戶設計用於流動電話的控制器系

統。

空調器的控制器系統

空調器的控制器系統為本集團的主流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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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器控制器系統的銷售營業額，分別

佔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營業總額約79.5%、81.3%及55.2%。本集團所設計及製造的控制器普

遍均採用模糊變頻科技，令空調器可具備例如以下各種功能：

‧ 擁有降溫、升溫及除濕等不同功能的自動空調控制

‧ 自動運作及計時器控制

‧ 自動風速及風向控制

‧ 防止過熱或過冷的系統保護功能

‧ 自動檢查及改正

‧ 顯示溫度等資料的數字視像顯示

電冰箱的控制器系統

本集團亦設計及製造電冰箱的控制器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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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冰箱控制器系統的銷售營業額，分別

佔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營業總額約3.9%、0.3%及零。本集團所設計及製造的電冰箱控制器系

統普遍採用SCM技術並具備例如以下各種功能：

‧ 自動及人手調較溫度

‧ 智能快速製冷

‧ 電冰箱若干異常狀況時發出警示聲音

‧ 顯示溫度等資料的數字視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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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的控制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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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控制器系統的銷售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營業總額約1.1%、0.8%

及1.2%。本集團所設計及製造的抽油煙機控制器系統採用SCM技術並具備例如以下各種功

能：

‧ 感應油煙洩漏時自動運作

‧ 計時器控制

‧ 自動測檢電路感應系統

‧ 抽氣扇速度水平的數字視像顯示

電風扇控制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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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風扇控制器系統的銷售營業額相當於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的營業總額分別約5.4%、

0.6%及零。由本集團設計及製造的電風扇控制器系統具備下列功能︰

‧ 於操作時具自動記憶功能

‧ 具備強、中及弱風扇速度的控制功能

‧ 計時器控制

‧ 數字顯示資訊

電視機的控制器系統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已開始銷售電視機控制器系統。電視機控制器系統的銷售營業額

相當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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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止四個月的營業總額分別為零、約9.3%及39.1%。本集團設計的電視機控制器系統具備例

如下列功能︰

‧ 數碼中央控制

‧ 重低音加強控制電路

‧ 環迴音響智能轉換器

‧ 利用CPU控制的數碼陰極射線管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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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的製造及流動電話的裝嵌

於營業記錄期間，本集團受委聘採用流動電話製造商的設計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

統，及使用該等控制器系統以裝嵌流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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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從事有關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的製

造及有關流動電話的裝嵌，分別佔其營業總額約7.6%、6.9%及4.2%。

雖然本集團偏向於製造及銷售本身設計的控制器系統，董事認為，接受製造其他公司

設計的控制器系統及裝嵌工作的訂單，對於本集團所專注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控制器系統

業務大有助益，原因是：

(a) 本集團於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的研發能力以及將其產業化，可透過其為其他公司

設計的流動電話製造控制器系統的經驗而得到加強；及

(b) 本集團可加強其與該等流動電話製造商的業務關係，而本集團其後可向他們促銷

本集團本身設計的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