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年報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3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乃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豁免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其最終控股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Sapphire Profits

Limited。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乃製造及經銷電子產品、導電硅橡膠按

鍵及印制電路板。

2. 採納標準會計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增及修訂之標準會計準則。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在採納此等標準會計準則後亦相應改變。經修訂之會計政策載於附註3。此

外，新增及修訂之標準會計準則帶來額外及修訂披露要求，並已在此等財務報表中採納，現

概述如下：

分項報告

於本年度內，集團改變分項報告之鑑別基準，以符合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六條「分項報告」

之要求。上年度之分項披露資料亦已作出修改，以便以貫徹基準呈列有關數字。

租賃

根據標準會計準則第十四條（修訂）「租賃」，融資及經營租約之會計基準，以及本集團租賃

安排之具體披露均已作出修改。本集團租賃安排之披露亦經已修改，以符合標準會計準則

第十四條（修訂）之要求。以往年度之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務求貫徹呈列數字。

上述變動並無影凑本期或以往期間業績，故並無就以往期間數字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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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按因重估若干土地及樓宇而修訂之歷史成本轉換而編製，並符合香港普遍採

納之會計原則，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如下：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綜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表而成。

年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業績已適當地包括在由實際收購日期起計或計至實際出售日期

止之綜合損益表內。

附屬公司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已按成本減除其任何確認減值虧損計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

商譽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商譽指本集團收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付出之收購成本超過本集團佔

該附屬公司在被收購當日之可確定資產及負債公平價值權益之數額。

於本年內，本集團採納標準會計準則第三十條「企業合併」之準則，並選擇不重列以往於儲

備中撇銷之商譽。故此，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將

計入儲備，並將於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時或於商譽被視為出現減值時於損益表中扣除。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收購時產生的商譽按其估計可使用經濟年期以直線法撥充資本

及攤銷。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因收購而產生之額外商譽。

出售附屬公司時，以往自儲備扣除之應得未攤銷商譽／商譽款項包括於決定出售之盈利或

虧損。

營業額

營業額指年內本集團售予客戶之貨品已收及應收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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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收入確認

出售貨品於貨品已付運及所有權已轉讓時予以確認。

利息收入按時間為基準，以未償還之本金額及適用之利率予以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或估值減折舊、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土地及樓宇乃按彼等重估值於資產負債表列賬，重估值指以彼等於重估日期之公平值減任

何日後累計折舊及攤銷。重估乃以定期之面值進行，而面值與於結算日以公平值列賬者不

會有重大分別。

任何因重估土地及樓宇而增加之重估值乃計入重估儲備，除非該項資產之重估減少過去被

確認為支出，則該項盈餘以往列為虧損之部分列入損益表。重估資產產生之賬面淨額減少

超出結餘（如有）之部分於關於該項資產之過去重估之重估儲備列為支出。重估資產以後出

售或停用時，應得之重估盈餘撥作保留溢利。

土地使用權乃以直線法就土地使用權之有關年期或本公司獲授土地使用權之年期之較短

者予以攤銷。

折舊及攤銷乃以直線法就資產（不包括土地使用權）之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彼等之成本或

估值，年率如下：

租約土地 按有關租約年期

樓宇 5%

批租物業裝修 25%

廠房、機械及模具 12.5%

傢俬、裝置及辦公室設備 25%

汽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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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根據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就彼等估計可用年期按擁有資產同樣之基準折舊。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就彼等估計可用年期按本集團擁有資產同樣之基準或有關租約

年期之較短者折舊。

出售或停用資產之盈利或虧損按資產之出售收入與賬面值之差額決定，於損益表內確認。

研究及開發開支

研究活動之開支乃於產生之期內確認入賬為支出。

開發開支所產生之內部產生無形資產只在預期明確訂立之項目所產生之開發成本將在日

後商業活動中收回時方確認入賬，由此所得之資產乃以直線法基準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內

攤銷。

倘並無任何內部產生無形資產可被確認，則開發開支乃於其產生期內確認為支出。

資產減損

於每個年結日，本集團均會審閱旗下有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有任

何減損跡象。倘一項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估計少於其賬面金額，該項資產之賬面金額乃減低

至其可收回金額。資產減損即時列作支出確認入賬，惟倘有關資產根據另一項標準會計準

則按重估金額列賬，則該項減損應根據該標準會計準則作為重估減值處理。

倘已確認一項資產減損，而隨後再產生盈餘，則該項資產之賬面金額乃增加至其經修訂估

計可收回金額，惟增加後之賬面金額不得超出倘以往年度並無就該項資產（現金產生單位）

確認減損原應釐定之賬面金額。資產減損撥回即時列作收入確認入賬，惟倘有關資產根據

另一項標準會計準則按重估金額列賬，則該項減損撥回應根據該標準會計準則作為重估增

值處理。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年報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7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較低者列賬。成本按先入先出法計算。

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

凡於租約條款中訂明將擁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收益轉嫁本集團之租賃均列為融資租賃。

按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按其於收購當日之公允價值撥作資本。租賃人或租用人

之相應負債在扣除利息費用後在資產負債表內列為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責任。融資成本為

承擔總額與所收購資產公允價值之差額，於損益表內按有關租約及合約期間扣除，以便於

每段會計期間就責任結餘產生每期固定之扣除率。

所有其他租約列為經營租約，可收租金以直線法於相關租約期間各自入賬列於損益表。

稅項

稅項乃根據年內之業績並就毋須課稅或不獲寬減之項目作出調整後計算。時差乃因稅務上

確認若干收支項目之會計期間與財務報表上確認之會計期間不同而產生。時差對稅務影響

乃按負債法計算而倘於可預見將來可能出現負債或資產，則其於財務報表中獲確認為遞延

稅項。

外幣

除港元以外之外幣交易乃按交易當日之匯率折算。以港元以外外幣為單位之貨幣資產及負

債均按結算日之匯率重新折算。匯兌所引起之盈虧均於損益表中處理。

在合併賬目時，海外附屬公司以港元以外之外幣為單位之財務報表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

所有因合併賬目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均撥入匯兌儲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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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退休福利成本

退休福利成本乃本年度應付本集團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供款，並

於損益表內扣除。

4. 業務及地域分部資料

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由三個主要營運部門組成—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導電硅橡

膠按鍵及印制電路板。本集團乃按照上述營運部門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外部銷售 部間銷售 分部銷售 分部業績 外部銷售 部間銷售 分部銷售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績

分部資料：

電子計算機

  及電子記事簿 384,291 2,181 386,472 6,531 340,014 6,696 346,710 1,779
導電硅橡膠按鍵 40,881 11,251 52,132 4,094 49,328 12,361 61,689 9,342
印制電路板 88,148 14,591 102,739 3,402 70,225 18,146 88,371 (6,479)
其他業務 12,207 － 12,207 (7,520) － － － －

小計 525,527 28,023 553,550 6,507 459,567 37,203 496,770 4,642
撇減 － (28,023) (28,023) － － (37,203) (37,203) －

綜合 525,527 － 525,527 6,507 459,567 － 459,567 4,642

其他收入 7,478 6,843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923) (1,575)

經營溢利 12,062 9,910

融資成本 (3,778) (6,345)

除稅前溢利 8,284 3,565

稅項 (1,574) (2,823)

除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6,710 742

少數股東權益 (542) 956

本年度溢利 6,168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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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域分部資料（續）

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續）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料：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362,257 (140,661) 347,942 (117,590)

導電硅橡膠按鍵 54,502 (16,352) 69,245 (18,616)

印制電路板 67,560 (25,609) 71,681 (33,425)

其他業務 33,396 (3,961) － －

小計 517,715 (186,583) 488,868 (169,631)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負債 4,945 (21,776) 4,988 (21,969)

綜合 522,660 (208,359) 493,856 (191,600)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物業、廠房

資本 折舊及 及設備 資本 折舊及

開支 攤銷 撇銷 開支 攤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分部資料：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23,168 19,383 2,597 10,073 18,227

導電硅橡膠按鍵 405 3,394 － 2,136 3,691

印制電路板 11,984 6,084 － 5,584 6,037

其他業務 9,551 1,180 － － －

45,108 30,041 2,597 17,793 2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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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域分部資料（續）

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分佈於日本、香港、美洲及歐洲。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日本（附註 a） 129,099 76,130 1,598 769

香港（附註 b） 118,465 93,972 1,467 949

美洲 100,854 91,078 1,249 920

歐洲 56,898 38,518 705 389

中國（香港除外） 45,048 81,860 558 827

其他亞洲國家 57,805 38,753 716 391

其他 17,358 39,256 214 397

525,527 459,567 6,507 4,642

其他收入 7,478 6,843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923) (1,575)

經營溢利 12,062 9,910

附註：

(a) 董事會相信日本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大部分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b) 董事會相信香港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有部分最終轉售往其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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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及地域分部資料（續）

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續）

部分資產於結算日之賬面值分析如下，而年內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添置按資產

所處地域之分析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分部資產賬面值 無形資產之添置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37,404 82,564 10,365 244

中國（不包括香港） 385,256 411,292 34,743 17,549

522,660 493,856 45,108 17,793

5. 其他收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1,712 8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74 －

租金收入淨額 140 234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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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盈利經扣除下列項目後計算：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650 650
  往年度超額之提撥準備 (20) －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 a） 28,417 27,411
無形資產  —  開發成本 1,170 －

有關租用單位之經營租賃租金（附註 b） 399 30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09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2,597 －
呆賬減免 3,042 1,338
就陳舊及慢流存貨提撥準備 9,068 5,793
研究及開發之費用 3,798 2,987
行政開支內之土地及樓宇重估虧絀 367 －
僱員成本（附註 c） 77,420 65,066

附註：

(a) 折舊及攤銷：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自置資產 27,193 25,698
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所持資產 1,678 2,257

28,871 27,955

減：模具之撥充資本金額 (454) (544)

28,417 27,411

(b) 經營租賃租金：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租用單位之最低租金 530 463
減：模具之撥充資本金額 (131) (162)

39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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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續）

(c) 僱員成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附註8） 6,056 5,939
其他僱員成本 72,070 60,050

78,126 65,989
減：模具之撥充資本金額 (706) (923)

77,420 65,066

7. 財務費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利息：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3,477 5,730
根據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之責任 301 615

3,778 6,345

8. 董事薪酬及最高薪僱員

董事薪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下列人士之袍金：

獨立非執行董事 360 360
非執行董事 167 －

付予執行董事之其他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5,351 5,3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8 228

6,056 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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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薪酬及最高薪僱員（續）

屬下列薪酬組別之董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董事人數 董事人數

零  —  1,000,000港元 9 7
1,000,001港元 —1,500,000港元 2 2

11 9

最高薪僱員

本集團之六位最高薪僱員包括四位（二零零零年：五位）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等之薪酬詳情

載於上文。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餘兩位最高薪僱員之薪酬如下：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72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0

1,771

此等僱員之薪酬均屬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之範圍。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給予董事薪酬，作為彼等加入或於加入本集團時之獎金，或作為喪失職

位之賠償，概無董事放棄任何薪酬。

9. 稅項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85 380

  往年度超額之提撥準備 (4) (232)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59 3,075

1,840 3,223

遞延稅項（附註20） (266) (400)

1,574 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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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續）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香港業務應佔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稅率計算（二零零零年：

16%）。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現行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詳情載於附註20。

10 建議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零年：零），有關建議須獲股東在週年大會上批

准。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6,168 1,698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39,514,718 481,808,219

可能攤薄之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 404,712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39,514,718 482,212,931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巿價，故並無呈列二零零一年之每股

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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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批租 批租 廠房、 傢俬、

土地 土地及 物業 機器 裝置及

使用權 建築物 裝修 及模具 辦公室設備 汽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 183,350 1,823 131,641 8,783 5,850 331,447
重新分類 36,476 (36,476 ) － － － － －

添置 － － － 33,769 1,694 285 35,748
出售 － － － (2,501 ) (106 ) － (2,607 )
撇銷 － － － (8,842 ) － － (8,842 )
重估（虧絀）盈餘 (5,956 ) 3,656 － － － － (2,300 )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0,520 150,530 1,823 154,067 10,371 6,135 353,446

包括：

原值 － － 1,823 154,067 10,371 6,135 172,396
估值  —  二零零一年 30,520 150,530 － － － － 181,050

30,520 150,530 1,823 154,067 10,371 6,135 353,446

折舊及攤銷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 － 1,624 53,346 6,398 4,706 66,074
本年度準備 767 7,413 191 18,448 1,258 794 28,871
出售抵銷 － － － (2,105 ) (88 ) － (2,193 )
撇銷抵銷 － － － (6,245 ) － － (6,245 )
重估抵銷 (767 ) (7,413 ) － － － － (8,180 )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815 63,444 7,568 5,500 78,327

賬面淨額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0,520 150,530 8 90,623 2,803 635 275,119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183,350 199 78,295 2,385 1,144 26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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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上文本集團物業之賬面淨值包括位於下列地方之中期租約物業：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950 5,550
中國（不包括香港） 176,100 177,800

181,050 183,350

土地及樓宇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

司按公開市場之基準估值。由此產生之重估盈餘約為6,247,000港元，已計入資產重估儲
備，另產生之重估虧絀約367,000港元已於損益表中扣除。

倘土地及樓宇未經重估，將按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攤銷之基準計算，其數額約為

138,923,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44,466,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所持之資產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賬面淨額約16,108,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0,960,000港元）。

此外，按經營租賃出租之本集團若干物業之成本及累計折舊分別為8,661,000港元（二零
零零年：8,661,000港元）及3,588,000港元（二零零零年： 3,187,000港元）。計入損
益表之折舊支出達40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401,000港元）。

13. 無形資產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年內及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 9,360

攤銷

於年內及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撥備 1,170

賬面淨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190

上述數額乃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列賬之開發成本，並以直線法於估計可使用兩年內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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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屬公司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 103,710 103,710

應收附屬公司賬項 118,106 97,278

221,816 200,988

未上市股份之賬面值乃按本集團於本公司根據一九九七年集團重組成為本集團控股公司

之日應佔附屬公司之有關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計算。

應收附屬公司賬項乃無抵押、免息及並無特定還款期。董事認為，該等款項不會於結算日起

十二個月內償還，故呈列為非流動項目。

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於附註33。

15.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44,314 72,442

在製品 8,976 7,958

製成品 26,937 20,742

80,227 101,142

按可變現淨值計算之存貨 2,636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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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60日之信貸期。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於30日內過期 52,521 54,483

過期31 —  60日 9,415 6,743

過期61 —  90日 1,452 6,045

過期超過90日 4,092 8,829

67,480 76,100

其他應收款項 4,189 3,422

71,669 79,522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於30日內過期 46,521 47,689

過期31 —  60日 12,847 12,332

過期61 —  90日 5,248 6,345

過期超過90日 6,440 6,469

71,056 72,835

其他應付款項 46,861 51,266

117,917 12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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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責任

本集團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之現值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

之應付款項：

一年內 4,861 3,252 4,463 3,094

第二至第五年

（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6,994 949 6,714 871

11,855 4,201 11,177 3,965

減：日後融資成本 (678) (236) － －

租賃責任之現值 11,177 3,965 11,177 3,965

減：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

並列入流動負債之

款額 (4,463) (3,094)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之款額 6,714 871

本集團之政策為出租其若干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所持之廠房及機器。出租期平均為三年。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實際借貸率為5.8%。利率乃於訂立合約之日

釐定。所有租賃及合約均須定期償還，未就或然租金訂立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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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銀行借貸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包括：

銀行透支 － 546
銀行貸款 53,271 40,187
信託收據貸款 4,624 979

57,895 41,712

分析如下：

有抵押 53,271 40,187
無抵押 4,624 1,525

57,895 41,712

銀行借貸之還款期分析如下：

一年內 11,166 29,562
一至二年 935 9,346
二至五年 45,794 2,804

57,895 41,712

減：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
並列入流動負債中之款額 (11,166) (29,562)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之款額 46,729 12,150

20. 遞延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承前結餘 266 666
本年度進項（附註9） (266) (400)

結轉結餘 －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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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遞延稅項（續）

於結算日，遞延稅項債項（資產）之主要部份撥備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因下列情況產生時差之稅項影響：

免稅額超出折舊金額 646 666

未動用稅項虧損 (646) (400)

－ 266

由於出售物業資產生之溢利或虧損毋須繳稅，故並無就重估物業產生之盈餘或虧絀作出遞

延稅項撥備。因此，就課稅目的而言，重估盈餘或虧絀並不造成時差影響。

於年內或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之遞延稅項。

2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年初及年末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年初 540,000,000 450,000,000 54,000 45,000

發行股份（附註a） － 90,000,000 － 9,000

購回及註銷之股份（附註b） (2,856,000) － (286) －

年末 537,144,000 540,000,000 53,714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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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股本（續）

附註：

(a) 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按較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收市價折讓

約25%之每股0.45港元之價格向獨立私人投資者私人配售9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

港元之新普通股。所得款項用作本公司之業務拓展及一般營運資金。該等新股乃按於二零零零年

六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而發行，並在各方面與當時既

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b) 於本年度，本公司曾於聯交所購回其本身股份，詳情如下：

普通股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價格總額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四月 88,000 0.310 0.300 27

五月 152,000 0.335 0.270 46

九月 216,000 0.335 0.330 71

十月 500,000 0.350 0.350 174

十一月 900,000 0.350 0.345 314

十二月 1,000,000 0.290 0.275 280

2,856,000 912

上文股份已於購回時註銷。

年內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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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購股權計劃

年內，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四日按行使價每股0.528港元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概

要如下：

行使購股權

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 行使期

24.7.2000 24.7.2001 24.7.2002

於 1.1.2001 於年內 於 31.12.2001 至 至 至

身份 姓名 之結餘 失效 之結餘 23.7.2003 23.7.2003 23.7.2003

董事 唐錫麟先生 1,532,000 － 1,532,000 612,800 459,600 459,600

董事 李嘉輝先生 1,100,000 － 1,100,000 440,000 330,000 330,000

董事 高麗瓊女士 764,000 － 764,000 305,600 229,200 229,200

董事 鍾惠愉女士 928,000 － 928,000 371,200 278,400 278,400

董事 譚龍鎖先生 696,000 － 696,000 278,400 208,800 208,800

董事 吳永寳先生 850,000 － 850,000 340,000 255,000 255,000

5,870,000 － 5,870,000 2,348,000 1,761,000 1,761,000

僱員 6,340,000 (2,516,000) 3,824,000 1,459,200 1,152,400 1,212,400

12,210,000 (2,516,000) 9,694,000 3,807,200 2,913,400 2,973,400

年內概無授出或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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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儲備

資產 資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㶅兌儲備 商譽儲備 贖回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
  一月一日 49,310 35,597 19,487 5,421 32,136 (1,847 ) (31,539 ) － 90,352 198,917
因發行股份產生，
  扣除支出 30,338 － － － － － － － － 30,338
重估盈餘 － － － － 13,667 － － － － 13,667
少數股東權益所
  分佔之收購後儲備 － － － － (936 ) － － － － (936 )
年內溢利 － － － － － － － － 1,698 1,698
轉撥 － － － 825 － － － － (825 ) －

於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79,648 35,597 19,487 6,246 44,867 (1,847 ) (31,539 ) － 91,225 243,684
因購回股份產生 (626 ) － － － － － － 286 (286 ) (626 )
重估盈餘 － － － － 6,247 － － － － 6,247
少數股東權益所佔
  之收購後儲備 － － － － (52 ) － － － － (52 )
年內溢利 － － － － － － － － 6,168 6,168
轉撥 － － － 307 － － － － (307 ) －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79,022 35,597 19,487 6,553 51,062 (1,847) (31,539) 286 96,800 255,421

股份 繳入 資本 （虧損）
溢價 盈餘 贖回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49,310 68,510 － 121 117,941
因發行股份產生，扣除支出 30,338 － － － 30,338
年內虧損 － － － (1,509) (1,509)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79,648 68,510 － (1,388) 146,770

購回股份產生 (626) － 286 (286) (626)
年內溢利 － － － 21,654 21,654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79,022 68,510 286 19,980 16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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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儲備（續）

本集團之特殊儲備乃根據集團重組，以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換取其他附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所產生之股本面值差額。

本集團之資本儲備乃根據集團重組，無需代價收購附屬公司之其他股本權益而產生之儲備，

以及一家附屬公司保留溢利資本化。

本集團之法定儲備乃按適用於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有關中國法例所規定而設立之儲備。

本公司之實繳盈餘乃指本公司取得附屬公司之綜合股東資金當日及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

就是項收購所發行股份面值差額。

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經修訂），除保留溢利外，實繳盈餘亦可供分派予各股東，

惟倘：

(a) 本公司於支付該等款額後，即或將無力償還其將到期之負債；或

(b) 本公司之可變現資產值因而少於其負債及已發行股本與股份溢價賬之總值，本公司

則不得宣派或支付股息，或自實繳盈餘中作出分派。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可供分派予各股東之儲備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實繳盈餘 68,510 68,510

保留溢利（虧損） 19,980 (1,388)

88,490 6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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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除稅前溢利與經營業務中現金流入淨額之調節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8,284 3,565

利息收入 (1,712) (803)

利息支出 3,778 6,345

折舊及攤銷 29,587 27,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2,5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274) 509

土地及樓宇重估虧損（盈餘） 367 (641)

存貨減少 20,915 5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7,853 (3,531)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4,751) 7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6,184) 6,502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60,460 40,007

25. 年內之融資活動分析

融資租賃及

股本及 租購合約 信託收據

溢價 責任 銀行貸款 貸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一月 94,310 8,341 45,200 －

因發行股份產生 40,500 － － －

股份發行支出 (1,162) － － －

新造貸款 － － 4,673 －

償還 － (4,376) (9,686) －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648 3,965 40,187 －

購回股份產生 (912) － － －

新造貸款 － － 55,140 2,620

訂立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 － 10,925 － －

償還 － (3,713) (42,056) －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2,736 11,177 53,271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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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結存及現金 80,984 46,131

信託收據貸款 (2,004) (979)

銀行透支 －－－－－ (546)

78,980 44,606

27. 主要非現金交易

年內，本集團就於租賃及合約開始生效時總資本值為10,925,000港元（二零零零年：零）

之資產訂立融資租賃及租購安排。

28.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同時參與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訂立之強制性公積金條例設立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

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登記之定額供款計劃（「職業退休計劃」）。該計劃之資產

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處理，交由獨立信託人控制。在設立強積金計劃前已為職業退休計劃

成員之僱員可選擇留在職業退休計劃或轉往強積金計劃，然而，所有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一日或之後加入本集團之新僱員，則必須加入強積金計劃。

計入損益表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乃本集團按計劃規則指定之供款率向計劃支付之供款。倘

僱員於符合資格享有供款前退出職業退休計劃，則沒收供款額將用於減少本集團將來之供

款。

年內，扣除少額沒收供款（二零零零年：75,000港元）後，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為820,000

港元（二零零零年：534,000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數178,000港元（二零零零年：零港元）沒

收供款可供抵銷該計劃之未來僱員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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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旗下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一般銀行融資向有關銀行作出擔保。於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附屬公司已動用該筆融資額達4,624,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525,000港

元）。

30. 資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簽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提撥準備之收購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468 320

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31.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承諾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所持之寫字樓物業支付之

日後最低租金款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69 245

第二至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50 48

519 293

租賃按每月固定租金訂立，為期一至兩年。

本公司並無任何經營租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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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經營租賃承擔（續）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若干物業已按經營租賃租出。此等物業於未來兩年已有租客承租。

於結算日，本集團與租客就下列日後最低租金訂立合約：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0 140

第二至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35 175

175 315

32.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其若干土地及樓宇約值176,100,000港元（二

零零零年：173,595,000港元）抵押予銀行，以取得一般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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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全數 本集團

或登記／ 繳足普通股本／ 應佔

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東莞虎門泰達電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 65,752,494港元 100% 製造電子

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 計算機、電子

記事簿及

相關產品

龍威企業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1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普通股）

東莞沙田德盛硅橡 中華人民共和國 38,000,000港元 100% 製造導電硅橡膠

膠製品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 產品

東莞泰山電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 18,600,000港元 85% 製造印制

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 電路板

Habermann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2美元 100% 投資控股

（普通股）

康盛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電子計算機、

（普通股） 電子記事簿及

其他家庭用品

之貿易

Jet Master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美元 85% 投資控股

（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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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附屬公司（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全數 本集團

或登記／ 繳足普通股本／ 應佔

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Joyham Jade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2美元 100% 投資控股

（普通股）

卡西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電子計算機、

（普通股） 電子記事簿及

相關產品之貿易

卡西通訊設備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2美元 100% 無線電話產品

（普通股） 之貿易

Karce Electronics 香港 20,000港元 100% 投資控股

Toys Limited （普通股）

（前稱振業模具

有限公司）

Redditch Enterprises 英屬處女群島 10,0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普通股）

Sabic Electronic 英屬處女群島 2美元 100% 投資控股及

Limited （普通股） 電子計算機之

貿易

Sunmaster Co., 香港 2港元 100% 提供行政及

Limited （普通股） 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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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附屬公司（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全數 本集團

或登記／ 繳足普通股本／ 應佔

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泰盛電子實業 香港 200,000港元 100% 電子產品之

有限公司 （普通股） 貿易，以及製造

電子零件及

提供購貨代理

服務

Tachibana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普通股）

只有Redditch Enterprises Limited乃由本公司直持擁有。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年內任何時間，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尚未償還之債務證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