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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9）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
第一季度業績公布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
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
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
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
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發布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站刊登。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布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人士應注意彼等
須閱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布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的資料，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布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公
布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本公布並無遺漏其他
事項，致使本公布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布所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
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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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19,909 168,027

銷售成本  (22,333) (155,641)
   

（毛損）╱毛利  (2,424) 12,386

其他收入  2,158 (9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90) (1,313)

行政費用  (8,888) (11,040)
   

經營（虧損）  (9,544) (927)

融資成本  (2,785) (4,706)
   

除稅前（虧損）  (12,329) (5,633)

所得稅開支 (3) – (149)
   

期內（虧損）  (12,329) (5,782)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205) (6,114)

少數股東權益  (124) 332
   

  (12,329) (5,782)
   

每股（虧損）（仙）－基本 (4) (2.44仙)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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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
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2. 收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中國設計、製造及銷售多款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制器系統以及裝
嵌流動電話。營業額在扣除增值稅後列賬，而於回顧期間確認的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制器系統 4,008 17,977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及裝嵌流動電話 15,901 150,050
  

 19,909 16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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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稅項支出指：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 149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須按所得稅稅率33%就其應課稅溢利繳納稅款。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估計香港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4.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虧損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12,205,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6,114,000元）以及有關期間內已發行股份500,000,000股（二
零零七年：5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各期間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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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變動

除下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期間，本集團的儲備並無任何變動。

 保留盈利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67,004

股東應佔（虧損） (6,114)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60,890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23,698)

股東應佔（虧損） (12,205)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35,90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人民幣19,909,000元，
較去年同期下跌88%（二零零七年：人民幣168,027,000元），而股東應佔虧損則約
人民幣12,205,000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加100%（二零零七年：人民幣6,114,000

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二零零七年運作重組，雖然將固定生產費用降至很低水平，但亦令本年
度流動電話銷售額低落。同時，緊絀的現金流量，限制了投入營運的資源，管理
層正探求適當機遇，並投入資金再圖擴張。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毛損人民幣2,424,000

元，毛損金額比率為12%，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為
人民幣12,386,000元及7.4%。毛利率減少主要歸因於本季度的銷售額偏低。流動電
話及控制器的銷售受市場發展所支配，本集團將於銷售相關產品能帶來可以接受
的利潤率時，再行壯大該等分部的生產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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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生產費用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下跌，銷售開支減少70%至約人民幣390,000元，
去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313,000元。行政費用較去年同期之人民幣11,040,000元減少
20%至約人民幣8,888,000元；融資成本由去年同期人民幣4,706,000元減少41%至約
人民幣2,785,000元。開支將因為新廠房投產而進一步削減，但會因為營運資金需
求增加而被中和，因此未來一段時間的資金需求將保持穩定。

前景

本集團正實行多元化生產，以減低各獨立分部（譬如流動電話）之風險，盡可能保
持，並繼續有利可圖之營運，及物色策略伙伴。有關策略以提高投資回報為首位，
並保持進行中之運作，免受風險所影響。GSM電話的牌照，生產及研發投資，以
及搬至新廠房之生產能力提昇，均推動及回復本集團良好之財務狀況。雖然首季
度錄得虧損，本集團仍預期本年度的前景不俗。

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董事、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如有）或監事（「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獲授任何權利購
買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下文）的股份，亦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權益及淡倉披露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
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上市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
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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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好倉

 所持每股面值
董事╱ 人民幣0.10元  佔同類別 佔註冊資本
主要行政人員╱ 的內資股  證券概約 概約持股
監事姓名 （「內資股」）數目 權益性質 持股百分比 百分比

宮正軍先生 91,65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24.77% 18.33%

 （附註2）

陳正土先生 63,1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7.05% 12.62%

 （附註2）

楊立先生 41,5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1.22% 8.30%

 （附註2）

鄭毅松先生 129,500,000股內資股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35% 25.90%

 （附註2）  （附註1）

附註：

(1) 鄭毅松先生並非本公司登記股東。彼於本公司129,500,000股的間接股權是透過深圳瑞聯實
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瑞聯」）持有。深圳瑞聯擁有中國瑞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瑞聯」）
90%直接權益，而中國瑞聯為129,5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登記股東。

 深圳瑞聯及中國瑞聯均為於中國成立及以中國為基地。鄭毅松先生直接持有深圳瑞聯32%權益。

(2)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乃以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作繳足。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任何時間，概無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股份擁有任何權益，或已獲授或已行使可認
購該等股份的任何權利。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持有本
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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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股份的好倉

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這些權益並無計入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的權益內。

   佔同類別證券 佔註冊資本
股東姓名╱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概約持股百分比 概約持股百分比

中國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35% 25.90%

 （上文附註1及2）  

深圳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受控制公司權益 35% 25.90%

 （上文附註1及2）  

王亞群 37,85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0.23% 7.57%

 （上文附註2）  

Martin Currie China Hedge 14,245,000股H股 投資經理 10.96% 2.85% 

 Fund Limited （附註1）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14,245,000股H股  投資經理 10.96% 2.85%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1）  
 

Martin Currie (Holdings) 12,680,000股H股 實益擁有人 9.75% 2.53%

 Ltd. （附註1）  

UBS AG 12,850,000股H股 於股份擁有抵押  9.88% 2.57% 

 （附註1）  權益的人士 

Dai Huan 8,200,000股H股 實益擁有人 6.31% 1.64%

 （附註1）

附註：

(1) 「H股」為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海外上市外資股，於創業板上市，並以
港元認購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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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並非
董事、行政總裁或監事）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及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競爭權益

各董事、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概無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亦無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除尚未成立薪酬委員會外，本公司一直
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
的指引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第5.29條所載規定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丁剛毅先生（委員會主席）、唐振
明先生及谷建聖先生。

谷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起，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因此，本公司於谷先生辭任後，及覓得接任人選前，並未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05條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關於審
核委員會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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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承董事會命
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豐

中國寧波，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劉豐先生
宮正軍先生
陳正土先生

非執行董事
鄭毅松先生
王偉時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唐振明先生
丁剛毅先生
谷建聖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辭任）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