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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提呈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信佳」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期內，信佳錄得營業額
約33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2.9%。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網絡產品銷售
額大幅下跌所致。儘管中國勞工成本上升對製造業之利潤普遍帶來沉重壓力，信佳能夠爭
取利潤較高之業務，舒緩成本壓力。毛利由二零零五／零六年財政年度下半年之37,300,000
港元反彈至42,8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8,600,000港元）。毛利率為12.9%（二零零五年：
12.8%）。股東應佔溢利為4,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1,50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2.0港
仙（二零零五年：5.1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五年：1.5港仙）。該中期股息將於二零
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或之前派付。股息約相當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純利之25%，與信佳股息
分派策略一致。

業務回顧
消費電子產品

消費電子產品業務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8.5%至232,400,000港元，佔總銷售額
70.2%。此業務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

寵物培訓器材維持穩定的增長及理想的邊際利潤，繼續是此項業務的主要收入來源。信佳
在開發及生產寵物培訓器材已累積超過十四年經驗，令本集團於寵物培訓器材市場內享有
穩固及獨特的競爭優勢。我們相信消費電子產品業務將持續增長，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

我們致力推行綠色生產吸引到更多歐洲客戶的注意，該等客戶要求製造商於生產電子產品
時嚴格遵守環保規定。於回顧期內，信佳贏得一名新的歐洲互動教學產品OEM客戶，是我們
進軍較高利潤的教育行業產品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第一批互動教學產品已於二零零六年八
月付運予該名歐洲客戶。本集團預期，與此客戶的合約將於本年度下半年帶來更多的收益。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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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電子產品業務的一部份，精工電腦制模有限公司（「精工」）於期內為本集團帶來
約32,300,000港元的收入（二零零五年：22,900,000港元）。精工自二零零四年被收購後一直
為信佳的全資附屬公司，專門生產模具及塑膠組件，並提供穩定的塑膠組件供應以支持集
團生產之用。憑藉穩健的客戶基礎，精工得以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營業額及盈利貢獻。是項
收購的回本期約兩年。展望未來，我們將致力透過簡化精工的業務及更有效分配資源以提
升其盈利能力。

電訊產品

於回顧期內，電訊產品總銷售額為83,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53.8%，佔總營業額
25.1%。營業額大幅下跌是由於其中一名主要網絡產品客戶大幅減少價值約100,000,000港
元的訂單所致。該客戶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出售大部分業務予中國另一大型網絡產品供應商。
此後，該客戶的訂單即大幅減少。然而，憑藉我們生產網絡產品的技術及豐富的專業知識，
信佳已贏得一名新日本客戶，並成功擴闊網絡產品的邊際利潤。

儘管網絡產品的銷售下降，惟此項業務之其他產品的訂單則持續增加。作為率先提供voice-
over-internet-protocol（「VoIP」）電話電子製造服務（「EMS」）的廠商之一，本集團早已與客
戶建立良好穩固的合作關係，為集團奠定優勢，以進一步爭取更多業務商機。

數碼影音產品

數碼影音產品於期內的營業額下降20.6%至15,500,000港元。鑒於此項業務競爭激烈，我們
決定採取審慎策略，由二零零六年七月起停止投入新資源在數碼影音產品貿易業務上。因
此，此項貿易業務的規模已大幅縮減。然而，以ODM形式生產的數碼相簿及數碼相架於期內
表現良好。由於ODM業務享有較高利潤，我們將專注發展此項業務，並與主要客戶緊密合作，
共同設計及發展更多新ODM產品。在暫停數碼影音產品貿易及專注發展獨特ODM產品市場
的策略下，本集團預期數碼影音業務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達致收支平衡。

展望
儘管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惟管理層相信集團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業務亦已重上軌
道。作為一站式EMS供應商，我們將利用專業的研發知識、有效的物流規劃和嚴謹的品質保
證工序為基礎，專注製造利潤較高的產品。信佳將繼續為現有業務夥伴提供度身訂造的ODM
服務，同時爭取更多發展獨特及具有增長潛力產品，並帶來較高邊際利潤的新客戶。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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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消費產品的市場於可見將來的發展仍然蓬勃，亦是信佳下半年及未來一年的主要增長
動力。寵物培訓器材於美國市場擁有強勁及穩定的需求，預期此產品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
穩定的收益及盈利。

除寵物培訓器材外，與歐洲客戶訂立有關生產互動教學產品的新合約亦將於本財政年度下
半年為集團貢獻更高的收入，並將進一步帶動營業額及盈利增長。信佳亦正與同一歐洲客
戶發展另一具潛力的業務，並將於短期內落實有關計劃。預期新業務將於未來一年為本集
團帶來收益貢獻。

電訊產品業務方面，VoIP電話及主要電話系統的收益持續穩定。網絡產品方面，儘管其中一
名主要客戶減少訂單，本集團於期內成功爭取另一新日本客戶，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向該客戶付運第一批產品。

本集團策略性地暫停投放資源於數碼影音產品的貿易業務後，所騰出的資源將用作發展毛
利率較高的獨特產品。預期資源重新分配的成效將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陸續反映。

展望未來，憑藉與客戶建立的聯盟關係、產品開發及市場拓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我們有信
心進一步提升營業額。為提高競爭力及盈利能力，本集團將繼續加強與現有客戶的長期業
務關係、發掘與頂尖客戶建立聯盟的商機及專注發展較高利潤的業務。

致謝
本人謹代表信佳衷心感謝各業務夥伴、客戶及股東之長期支持。此外，本人亦感謝管理層隊
伍及僱員多年來為集團付出的不懈努力。憑藉穩固的業務基礎，加上管理層及員工致力提
升本集團的營業額及盈利，信佳將致力為股東爭取最佳回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吳自豪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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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3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12.9%。營業額減少由於網絡產品銷售額大幅下跌，抵銷寵物培訓產品銷售額之升幅
及消費電子產品業務引進新客戶。

產品方面，消費電子產品仍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此分部錄得28.5%之銷售額增長，達
232,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70.2%。寵物培訓產品銷售額維持穩健增長，於六個月回
顧期內佔此分部總銷售額53.3%。

就地理分佈而言，美國成為本集團主要市場。對美國之銷售額增加19.7%至137,300,000港
元，佔本集團營業額41.5%，較去年同期之30.2%有所增加。對中國大陸之銷售額大幅下跌
至46,1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13.9%，較去年同期之37.5%有所收窄。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由48,600,000港元減至42,800,000港元，
而毛利率則輕微改善至12.9%。毛利減少，主要由於網絡產品銷售額下跌、生產成本上升，
加上銅及塑膠之物料價格上漲所致。然而，隨著較網絡產品錄得較高邊際利潤之寵物培訓
器材銷售額上升，毛利率上升至12.9%，而去年同期則為12.8%。

經營溢利為8,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7,400,000港元減少8,800,000港元。其中，
6,400,000港元乃歸因於營業額下跌，2,100,000港元因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加所致，而300,000
港元則由於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有所增加。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之增
加，主要分別由於員工成本及折舊增加所致。

期內利息支出由去年3,800,000港元增至5,000,000港元。增幅主要受利率較去年同期上調所
帶動。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利率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

基於上述因素，期內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4,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1,500,000
港元減少6,900,000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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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為51,000,000
港元及132,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借貸淨額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94,000,000港元
大幅減少至49,000,000港元。銀行借貸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加緊監控應收貿易賬款
之收回情況及資本開支所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淨負債比率（按借貸淨額
除股本計算）為21.8%，而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42.7%。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業務提供資金。銀行
信貸包括透支、租賃、有期貸款、循還貸款及信託票據銀行貸款，主要為浮息貸款。於二零零
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信貸總額約 392,000,000港元，而未動用之信貸額則為
247,000,000港元。

資本開支
隨著加緊資本開支監控，六個月期間之資本開支由去年同期之30,300,000港元大幅減少至
2,100,000港元。期內之資本開支主要包括就塑膠業務投資於惠州及布吉廠房之機器及設備
1,500,000港元以及用作購置機器及設備以擴充消費電子用品業務之6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交易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結算。由於美元與港元掛漖，故本集團預期美
元兌港元之匯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由於本集團所有生產廠房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大部份工資、薪金及生產開支主要以
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以來持續升值，生產成本無可避免地有所上漲。然而，
人民幣之波幅於現階段仍屬溫和，本集團管理層預期不會就此貨幣面對重大風險，故毋需
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
押（二零零五年：無）。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作出公司擔保392,000,000港元就抵押附屬公司
獲授借貸之抵押，而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或然負債。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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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2,142名僱員，其中89名駐於香港、澳門及新加坡，
其餘主要駐於中國大陸。本集團設計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按照僱員各自不同職責、資歷、
表現及年資提供薪資。除薪金及其他一般福利如年假、醫療保險及公積金外，本集團亦提供
教育資助津貼、酌情表現花紅及購股權。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
此計劃自採納之日起有效期為10年。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於本公司二零零五／零六年年
報披露。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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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五年：1.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
七年一月十二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
東登記手續，期內將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
過戶登記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16號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惟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職責應有所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分開設立主席及
行政總裁職位，吳自豪先生現時身兼兩職。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
位能貫徹強勢領導、發展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定期檢討該安排是否有
效，並考慮於適當時委任個別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操守準則，作為本身有關本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公眾人士持有上市規則所規
定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5%之足夠持股量。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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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其中包括）內部監控
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a)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數目

股本衍生

已發行 工具項下

信託╱ 普通股本 所持相關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類同權益 其他權益 權益總數 百分比 股份數目

（附註1）

吳自豪先生 2,000,000 33,596,000 100,000,000 － － 135,596,000 59.49% 2,000,000

（附註2） （附註3）

馬逢安先生 730,000 9,000,000 － － － 9,730,000 4.27% 2,070,000

（附註4）

黃為力先生 500,000 － － － － 500,000 0.22% 2,300,000

黃肅亮教授 － － － － － － － 500,000

村瀨宏先生 － － － － － － － 500,000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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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股份指本公司所授出購股權涉及之相關股份權益，有關詳情載於「有關購股權計劃之資料」

分節。

2. 該33,596,000股股份由Billion Linkage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則由吳自豪先生與彼
之配偶各持一半。

3. 該100,000,000股股份由Superior View Inc.持有，而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由作為C.H.家族信託受
託人之Fidelitycorp Limited最終持有，該信託之受益人為吳自豪先生之家屬。

4. 該9,000,000股股份由Global Class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則由馬逢安
先生持有。

(b)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吳自豪先生及馬逢安先生各自於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信
佳電子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港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中持有以下權益。

無投票權遞延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吳自豪先生（附註1） 3,680,000
馬逢安先生（附註2） 240,000

附註：

1. 4,000,000股信佳電子有限公司無投票權遞延股份分別由Essential Mix Enterprises Limited及
Broadway Business Limited持有80%及20%。吳自豪先生及馬逢安先生各自分別於Essential Mix
Enterprises Limited及Broadway Business Limited持有92%及6%權益。

2. 該等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無權投票或收取股息，清盤時，除非普通股持有人已獲分派每股普

通股10,000,000,000港元，否則亦無權獲得分派。

除上文及「有關購股權計劃之資料」一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
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
何權益及淡倉。

有關購股權計劃之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合資
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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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憑藉其廣闊之參與者基礎，購股權計劃將讓本集團獎勵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僱
員、董事及其他選定參與者，同時亦有助本集團聘請及留聘對本集團增長重要攸關之優秀
專業行政人員及僱員。

購股權計劃主要條款於本公司二零零五／零六年年報內披露。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四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吳自豪先生 2,000,000 － － － 2,0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馬逢安先生 1,070,000 － － － 1,070,000 1.2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1,000,000 － － － 1,0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黃為力先生 1,300,000 － － － 1,300,000 1.2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1,000,000 － － － 1,0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黃肅亮教授 500,000 － － － 5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村瀨宏先生 500,000 － － － 5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持續僱員合約 3,210,000 － － 650,000 2,560,000 1.2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
五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800,000 － － － 8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其他 1,800,000 － － － 1,800,000 1.23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至
（附註1） 五月五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500,000 － － － 500,000 1.23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至
（附註2） 五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

13,680,000 － － 650,000 13,030,000

附註：

1. 該  1,800,000份購股權由馮志良先生持有，彼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辭任本公司董事。

2. 該500,000份購股權由蕭凱羅先生持有，彼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辭任本公司董事。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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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向本公司披露，或已記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Superior View Inc.（附註1） 100,000,000 43.87%
Billion Linkage Limited（附註2） 33,596,000 14.74%
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td（附註3） 12,500,000 5.48%

附註：

1. Superior View Inc.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作為C.H.家族信託受託人之Fidelitycorp Limited最終持有，該信
託之受益人為吳自豪先生之家屬。

2. Billion Linkage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吳自豪先生與彼之配偶各佔一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吳先生因而被視為擁有Billion Linkage Limited所持全部股份之權益。

3. 於12,000,000股股份之權益由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imited作為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P.之一般合夥人持有。Shaw, Kwei & Partners (Asia)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蕭凱羅先生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悉，除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外，並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根據上市規則之持續責任
有關控股股東強制履行之契約之貸款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作出之公佈披露，信佳電子有限公司
及信佳網絡香港有限公司（作為借方）以及柏信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
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銀團銀行，就最多120,000,000港元無抵押信貸額
（「信貸」）訂立融資協議以及本集團控股股東須據此強制履行責任之詳情。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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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須根據第 13.18條作出披露之情況持續存在。根據上市規
則第13.21條，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融資協議及本集團控股股東之有關契約詳情如下：

該筆信貸包括10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定期貸款以及20,000,000港元之三年期循環信貸。
信貸之目的乃為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之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求提供資金。

根據融資協議，倘吳自豪先生（「吳先生」）、彼之家族成員及／或C.H.家族信託（統稱本公
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三者不再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即合共直接或間接
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至少45%或維持本公司之管理控制權，則構成違責事件。倘吳
先生終止為本公司主席或不再積極參與本集團之管理及業務，亦構成違責事件。倘任何上
述事件發生，信貸可能須應要求即時到期及須償還。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吳先生、彼之家族成員及C.H.家族信託合共直接或間接實益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9.49%。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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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330,989 379,990
銷售成本 (288,141) (331,380 )

毛利 42,848 48,610
其他收益 3,299 3,928
分銷及銷售費用 (10,945) (8,884 )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26,564) (26,255 )

經營溢利 5 8,638 17,399
利息收入 700 138
利息支出 6 (5,040) (3,832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486 )

除稅前溢利 4,298 13,219

稅項 7 324 (1,695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622 11,524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2.0 5.1

中期股息 9 1,140 3,419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2006/07中期報告

15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85,802 94,115
土地使用權 11 4,443 4,505
商譽 12 1,059 1,059
遞延開發成本 12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3,676 3,489

94,980 103,168
流動資產
存貨 137,337 164,69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55,322 169,531
可收回稅項 1,401 1,0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147 62,899

345,207 398,162

資產總值 440,187 501,330

負債
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4 99,629 155,30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95,147 105,772
融資租約負債 14 75 946
代理應收款項之銀行墊款 6,766 5,019
應付稅項 11,519 11,250

213,136 278,28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負債 14 162 200
遞延稅項負債 3,386 3,986

3,548 4,186

負債總額 216,684 28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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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22,794 22,794
其他儲備 69,903 69,879
保留盈利
－擬派股息 1,140 －
－其他 129,666 126,184

權益總額 223,503 218,857

權益及負債總額 440,187 501,330

流動資產淨值 132,071 119,8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7,051 22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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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22,794 53,515 5,773 10,591 126,184 218,857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賬目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24 － － 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 － － － 4,622 4,622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22,794 53,515 5,797 10,591 130,806 223,503

代表：
擬派股息 1,140
其他 129,666

130,806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22,794 53,515 2,453 10,591 129,052 218,405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賬目
所產生匯兌差額 － － (17 ) － － (17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 － － － 11,524 11,524
已派股息 － － － － (798 ) (798 )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22,794 53,515 2,436 10,591 139,778 229,114

代表：
擬派股息 3,419
其他 136,359

13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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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9,503 (30,773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402) (30,165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59,873) 44,3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1,772) (16,611 )
匯率變動影響 20 (14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899 70,40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147 53,7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1,147 5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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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以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本集團」）主
要從事電子產品研究及開發、製造及銷售業務。本集團主要於香港、中國大陸、澳門及
新加坡經營業務。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獲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二零零五／
零六年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本集團
採納下列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之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公平值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採納上述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之任
何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或詮釋。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有關影響，惟尚未能指出其會否對
本集團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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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消費 數碼

電子產品 電訊產品 影音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分類收益總額 236,231 83,054 15,573 334,858
分類間收益 (3,869) － － (3,869)

232,362 83,054 15,573 330,989

分類業績 12,025 (1,847) (4,839) 5,339

其他收益 3,299
利息收入 700
利息支出 (5,040)
稅項 32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 4,622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消費 數碼

電子產品 電訊產品 影音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分類收益總額 190,658 179,590 19,608 389,856
分類間收益 (9,866) － － (9,866)

180,792 179,590 19,608 379,990

分類業績 16,360 5,036 (7,925) 13,471

其他收益 3,928
利息收入 138
利息支出 (3,83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486)
稅項 (1,69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 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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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b) 次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營業額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37,296 10,523 114,735 13,196
中國大陸 46,053 (1,577) 142,615 2,989
亞太區
（不包括中國大陸） 132,875 (3,846) 116,064 (2,753)
歐洲 14,765 239 6,576 39

330,989 5,339 379,990 13,471

5. 經營溢利
中期期間之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3,119 26,56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自置資產 9,640 6,922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773 1,304

土地使用權攤銷 62 46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列入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 1,226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 － 700
撥回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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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息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5,018 3,762
－融資租約負債 22 70

5,040 3,832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溢
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00 4,083
－海外稅項 263 340

463 4,423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有關之遞延稅項 (787) (2,728)

(324)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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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4,62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1,524,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27,940,000 股（二零零五年：227,940,000 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
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五年：1.5 港仙）。該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或之前派付。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94,115
添置 2,102
出售 (6)
匯兌差額 4
折舊 (10,413)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85,802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77,382
添置 28,716
出售 (20)
匯兌差額 (3)
折舊 (8,22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9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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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地使用權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4,505
攤銷 (62)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4,443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2,987
添置 1,595
攤銷 (4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4,536

12. 無形資產

商譽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及
九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1,059

遞延
商譽 開發成本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059 1,226
攤銷 － (1,226)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1,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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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由30日至90日
不等。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53,808 170,852
減：減值撥備 (8,465) (8,665)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45,343 162,1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979 7,344

155,322 169,531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日 125,406 122,676
三十一至六十日 9,848 20,060
六十一至九十日 3,903 13,86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6,400 7,027
一百八十日以上 8,251 7,224

153,808 170,852
減：減值撥備 (8,465) (8,665)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45,343 16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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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根據若干應收款項購入協議，按無追
溯權基準將約6,766,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019,000港元）應收貿易
賬款（「代理應收款項」）交由銀行追收現金。由於本公司該附屬公司仍保留有關客戶
拖延付款之風險及回報，因而未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訂明之金融資產剔除確
認條件。因此，代理應收貿易賬款之所得款項，列作本集團負債，並計入「代理應收款
項之銀行墊款」。

14.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銀行借貸 99,629 155,300
融資租約負債 237 1,146

99,866 156,446

借貸之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9,704 156,246
第二至第五年 162 200

99,866 156,446

本集團同意遵守若干銀行施加之若干限制財務契諾。該等財務契諾包括（其中包括）
維持指定財務比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違反有關須於結算日起計六個
月內償還之兩項未償還銀行貸款約1,875,000港元及14,444,000港元之財務契諾。該等
銀行貸款已包括於流動負債，並於其後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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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十日 64,392 70,165
三十一至六十日 12,629 7,281
六十一至九十日 1,211 6,087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2,307 4,329
一百八十日以上 2,443 8,492

82,982 96,354
預提及其他應付款項 12,165 9,418

95,147 105,772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2,000,000 200,000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227,940 22,794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自去年年結日起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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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約在日後應付之最低租賃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35 1,572
一年後但五年內 312 505

1,347 2,077

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期內，本集團曾進行下列有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捷訊電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技術顧問費（附註 i） 200 229

向捷訊電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特許權費用（附註 i） 206 206

向一間聯營公司出售電子產品 226 120

附註︰

(i) 本公司董事吳自豪先生持有捷訊電腦科技有限公司權益，並為該公司董事；

(ii)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交易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按訂約各方互相協定之條款進行。

(b) 主要管理層報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4,025 3,577
離職後福利 247 242

4,272 3,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