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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項

借貸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就就本債項聲明而言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有

借貸共約人民幣50,000,000元，均為有抵押銀行貸款。其中約人民幣8,000,000元的銀行貸款

以本公司一名董事控制的一間關連公司所提供的擔保作抵押，有關抵押將在上市日期前解

除。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起，董事將總借貸所增加的款項人民幣5,000,000元用作營運

資金。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責任，

亦無重大尚未償還資本承擔。

免責聲明

除上文所述者，以及集團內公司間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負債外，本集團並無

任何按揭、抵押、債務證券、債券或其他借貸資本或銀行透支、貸款或其他類似債項、租

購承擔、承兌負債或承兌信貸或任何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董事已確認，自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以來，組成本集團各公司的債務、承擔及或

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第17.21條

本集團並無向任何公司墊支任何超過本集團經審核資產淨值25%的款項，亦無向聯營公

司提供超過本集團經審核合併有形資產淨值25%的任何財務資助，其控股股東並無抵押其股

份，以獲得債務、擔保或本集團其他債務責任的支持，且無訂立任何對控股股東施加指定

履行責任的任何貸款協議。董事並不知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第17.21條的披露規

定須作出披露的任何情況。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4,000,000元。於該日

的流動資產包括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約人民幣15,000,000元、存貨約人民幣

8,000,000元、應收票據約人民幣5,000,000元、應收貿易賬款約人民幣17,000,000元及現金

及現金等值項目約人民幣17,000,000元。董事認為，主要由於在四月至八月期間（一般視為

本集團的旺季）的營業額較高，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得以改善，因而使流動資產淨額由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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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年四月三十日起增加。流動負債包括應付票據約人民幣1,000,000元、應付貿易賬款約

人民幣14,000,000元、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約人民幣8,000,000元、遞延收入的即期部分

約人民幣5,000,000元、預收款項約人民幣1,000,000元及應付稅項約人民幣9,000,000元。

資本架構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79,000,000元。股份發售完

成前，本集團的營運及投資主要由其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撥資。計及本集團可動用的財務

資源，包括內部產生的資金、可供動用銀行信貸，以及估計股份發售所籌集的所得款項淨

額後，本公司的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目前需求。

外㶅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入均為人民幣，及開支亦以人民幣支付，故董事並不認為本集團面

對任何重大外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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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下表載列本集團摘錄自會計師報告（其全文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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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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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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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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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加權平均數分別為123,333,333股、273,360,731股及370,000,000股的基準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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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所述本公司股份的拆細，視為已於所呈示的最早期間開始時發生。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約達人民幣49,882,000元。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增加約254%，至約人民幣176,721,000

元，主要由於銷售空調器控制器系統由二零零一年約人民幣40,000,000元，增加至二零零二

年約人民幣144,000,000元所致。董事認為，空調器控制器系統的銷售額增加，主要由於(1)

本集團的空調器控制器系統銷售量由二零零一年約138,000部，增至二零零二年約292,000

部，增幅約為112%；及(2)本集團的空調器控制器系統的整體平均售價調高約71%。董事認

為，於二零零二年整體營業額大幅增長，是由於︰(1)本集團加強其於中國設計及製造各種

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統的信譽；(2)於二零零二年一月搬遷其現有生產廠

房，使本集團擴大及擴充其生產，由2條生產線擴充至4條生產線，及增加其生產設施，增

設2部自動插件機及2部SMT機，配合增加的客戶需求；(3)據中國家用電器協會於二零零三

年三月二十七日一篇文章的報道，中國消費電器工業產量增加，其於二零零二年錄得約人

民幣269,000,000,000元，較二零零一年增加約19%；及(4)本集團已擴大其銷售至中國多個

區域，例如雲南省及上海。一如過往一年，本集團的所有營業額於中國產生，其中約40%

來自浙江省、約21%來自山東省、約19%來自廣東省、約13%來自江蘇省及約7%中國其他

省份。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達人民幣31,393,000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109,889,000元，與

上年度比較，相當於約250%的增幅，與年內本集團營業額的增加一致。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包括已售存貨成本、勞工成本及折舊費用。已售存貨成本由截至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6,079,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0,754,000元，相當於約286%的增幅，與本集團營業額增加一致。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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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223,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798,000元，這是由於生產員工人數增加所致，人數

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71名，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390名。

毛利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分別獲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

18,489,000元及人民幣66,832,000元，相當於約261%的增幅。於二零零一年的整體邊際毛利

約為37%，而於二零零二年則約為38%，相對穩定。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9,000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47,000元，主要由於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向一

名獨立第三方一次性銷售有關透過電話網絡遙控的技術知識約人民幣923,000元。由於與開

發該技術知識有關的成本不符合作為一項資產資本化，因而須實報實銷。於截至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向該第三者出售該項技術

知識，代價約為人民幣980,000元。有關代價（扣除銷售稅約人民幣923,000元）已在損益賬內

確認為其他收入。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分別產生銷售費用約人民幣

290,000元及人民幣1,349,000元。董事認為，二零零二年的銷售費用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

及市場推廣員工由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1名，增加至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19名，以推廣本集團的產品及為本集團爭取更多銷售量所致。本集團亦錄得較大額的

差旅費及娛樂開支，以擴充本集團於中國其他地區（例如雲南省及上海）的業務。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行政開支約人民幣3,823,000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達人民幣7,190,000元，相當

於約88%的增幅。增加主要是由於：(1)行政人員人數由41名增加至55名，以應付本集團的

業務擴充；及(2)因應收貿易賬款結餘增加，導致呆賬的一般撥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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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產生的研發成本分別約為人

民幣1,200,000元及約人民幣800,000元，主要包括購買作研發用途的物料（如電阻器、電容

器及IC）及勞工成本。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員工人數合共為32名。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達人民幣

890,000元及人民幣2,845,000元，即銀行貸款產生的利息開支。本集團於接近二零零一年底

時籌集銀行貸款約人民幣23,000,000元，以購買本集團的現有總辦事處與生產廠房及新廠房

與機器。於二零零二年就該等銀行貸款支付全年利息開支，連同於二零零二年動用銀行融

資以購買額外廠房與機器以擴充生產，導致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融資成本有所增加。

純利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純利約人民幣36,863,000元，與上

年度比較，相當於約304%的增幅。於二零零二年的邊際純利約為20.9%，與於二零零一年

約18.3%相約。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51,446,000元，較上

年度同期增加約31%。董事認為，有關增加是由於電視機控制器系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

三十日止四個月的銷售增加約人民幣20,000,000元，而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

月，則並無銷售電視機控制器系統。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達人民幣37,209,000元，較

上年度同期增加約61%。增加主要由於已售存貨量增加，導致已售存貨成本增加，由截至二

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21,087,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

四個月約人民幣34,480,000元。董事認為，若與同一期間營業額增加約31%作比較，銷售成

本的增幅不符合比例，其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為了盡量減輕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對本集團業務造成的負面影響，因而於二零零二年對電視機控制器系統採取低利潤的定

價策略，以促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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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取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14,237,000元，較

上年度同期減少約11%。董事認為，邊際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

41%，減少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28%，是由於本集團對其控制器系統採

取整體上較低利潤的定價策略，以便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內取得更多訂

單；其目的是減低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本集團業務的負面影響。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939,000元減少至截至二零零

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270,000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期間，

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一次性銷售技術知識約人民幣923,000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

十日止四個月並無錄得這樣的銷售。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其他收入，包

括廢料銷售額約人民幣130,000元。

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產生銷售開支約人民幣245,000元，較上

年度同期減少約25%。董事認為，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導致差旅費及娛樂開支相應減少所致。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達人民幣4,713,000元，較

上年度同期增加約118%。董事認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1)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

日止四個月，行政人員由約40名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60名，以應

付本集團的業務擴張；(2)因應收貿易賬款結餘增加，導致呆賬的一般撥備增加；及(3)增加

研發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267,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

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734,000元所致。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研

發員工人數合共為3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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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137,000元，即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銀行貸款產生

的利息開支。

純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約人民幣5,064,000元，較上年

度同期減少約47%。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邊際純利率約為9.8%，而截至

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則約為24.2%。董事認為，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零三

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毛利減少約人民幣 1,900,000元，以及行政費用增加約人民幣

2,600,000元及融資成本增加約人民幣400,000元所致。

稅項

本集團須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按所得稅率33%就其應課稅溢利繳納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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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稅率，分別為33%、35%及42%。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實際稅率42%與標

準稅率33%的差異，主要是由於不可扣稅開支（例如呆賬撥備及預付款項）所致。

物業權益

本集團於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本集團於中國浙江省餘姚市四明東路65號擁有一座工業廠房，總地盤面積約為48,000平

方米。

本集團於中租用的物業權益

本集團租用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翠苑四區37幢2單元 204室的一個物業，總建築樓面面

積約為73平方米。本集團亦租用位於中國江蘇省無錫震澤三村76號603室的一個物業，總建

築樓面面積約為61.34平方米。

物業估值

本集團的物業權益由獨立物業估值師美國評值有限公司估值，總值約為人民幣

41,000,000元。該等物業權益的函件全文、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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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向其當時的股東宣派中期股息，分別約為人民幣

114,000元及人民幣400,000元。董事預期，本公司將保留所有可供動用資金作營運及擴充本

公司業務之用，且他們現時並無預期在可見將來支付現金股息。董事會將決定支付任何日

後股息的款項，惟有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宣派及支付股息將視乎（其

中包括）未來盈利、資金需求、本集團財務狀況及一般業務狀況而定。H股的股息（如有）將

以人民幣宣派並以港元支付。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可供分派作股息的保留溢利款項（根據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規定將其溢利分配到法定盈餘儲備及法定盈餘公益金後）約達人民幣20,3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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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以下本集團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的經

審核有形資產淨值（如會計師報告所示，其全文載於附錄一），及經調整如下︰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的經審核資產淨值 60,553

減：商譽 (530)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的經審核有形資產淨值 60,023

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 19,030

估計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附註1） 52,000

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附註2及3） 131,053

每股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按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已發行500,000,000股股份的

基準計算）（附註2） 人民幣0.26元

附註：

1. 按每股H股的指示性發售價0.45港元（即每股發售股份發售價的指定範圍0.45港元及0.60港

元之間的下限）計算，本節所指估計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相當於股份發售估計所得款項

總額約58,500,000港元減估計股份發行開支總額約12,000,000港元。該筆開支已就約人民幣

2,459,000元的股份發行開支作出調整，並已在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的綜合賬目

中作為股本的扣減額予以列賬（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賬目附註2.27）。

2. 按指示性發售價每股H股0.60港元（即每股發售股份發售價的指定範圍0.45港元及0.60港元

之間的上限）計算，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將約為人民幣151,000,000元，而每股股份的經調

整有形資產淨值將約為人民幣0.30元。

3. 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列，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累計

減值虧損列賬。由美國評值有限公司就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發出的估值報告載於本招

股章程附錄二。重估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所產生的盈餘（相當於本集團經調整有形資

產淨值約6%）將不會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賬目。倘將

約人民幣8,040,000元的盈餘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賬

目，本集團的年度折舊開支將增加不超過人民幣26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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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重大不利變動及業務中斷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本集團自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即本集團編製

最近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日期）以來的財務或經營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十二個月內，本集團的業務

並無出現可能或已經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構成嚴重影響的中斷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