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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董事會

執行董事

畢天慶先生  （主席）

畢天富先生（副主席）

梁暢先生（董事總經理）

梁權先生

畢天雄先生

梁嘉樂先生

司徒健如先生

非執行董事

區燊耀先生

葛根祥先生

審核委員會成員

區燊耀先生

葛根祥先生

公司秘書

謝家義先生AHKSA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觀塘

觀塘道436-446號

觀塘工業中心

第4座1樓H4室

主要往來銀行

海外信託銀行

香港

九龍

觀塘

裕民坊59-61號

法律顧問

盛德律師事務所

香港中環

花園道號1號
中國銀行大廈

49樓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夏愨道10號

和記大廈15樓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夏愨道10號

和記大廈4樓



3

財務概覽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過去四年之主要財務數據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年 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5,628 244,738 402,627 509,12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16,176 26,017 53,888 68,716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6.91 11.12 23.03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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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本人謹代表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呈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二零零一年年報。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 營業額約為509,000,000港元，即增加約26%；

－ 除稅前溢利約為81,000,000港元，即增加約27%；

－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68,000,000港元，即增加約27%；

－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25.40港仙，即增加約10%；及

－ 擬派每股末期股息為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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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

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末期股息4港仙（「擬派末期股息」），惟須待本
公司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

為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必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前送交位於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
4樓之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

於本年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溢利增長驕人。營業額及股東應佔純利分別達509,000,000

港元及68,0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約26%及27%。

本年度，本集團專注下列策略：

產品發展及市場拓展

本集團在自動化物流系統方面成功地與韓國Samsung Techwin Co., Ltd.合作，並已
完成自動化立體倉庫的軟、硬件開發及設計工作。此外，本集團已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青島的海爾開發一套完善的自動化立體倉庫系統。此等工程項目進一步

提升本集團在自動化物流系統市場上的競爭力。

本集團在表面貼裝（「SMT」）生產線方面，憑着專業的銷售隊伍及公司強大的技術支

援，已成功銷售及完成安裝數百台三星貼片機。據中國有關當局在2001年公佈的數
據資料顯示，本集團銷售代理的三星貼片機所佔有的貼片機市場份額居同行前列。

為加強SMT生產線的銷售及競爭力，本集團已成功開發自動視覺檢測絲印機和氮氣

無鉛焊接回流焊機，達到國際級水平。



6

主席報告書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緊隨環保潮流，含鉛焊料製成之電子產品將被全面禁止進入國際市場。根據歐洲共

同體議會通過之決議案，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起，歐洲之電子工業將禁止使用鉛

焊料。

本集團把握此機會成功設計及發展無鉛焊錫機，藉着此市場發展趨勢，本集團將可

充份獲益，使未來業績再創高峰。

員工之增聘及培訓

要令業務不斷進展、追求革新及提升競爭力，本集團深明專業人才的重要性。本集

團於年內聘請了一批優秀的開發、生產和管理人才，加強旗下員工隊伍的實力。另

一方面，本集團持續進行技術人才和管理人員的培訓發展計劃，進一步提升本集團

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競爭力。

業務發展

本集團已在日本成立代表辦事處及增聘一組日籍員工，藉此擴大本集團在日本方面

的發展。本集團並計劃借助其日本公司作為橋樑，在日本市場進行項目投資、代理

產品和收購公司，以擴大本集團貿易業務，從而令本集團銷售額大幅躍升。本集團

更可藉此物色具潛力的發展項目，在中國製造產品並由日方提供技術支援，使本集

團在科技上得到有力支持。

展望

在高新科技、資訊科技行業高速發展的帶動下，電子設備及家電、音響、通訊、電

腦等生產線應用與需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勢必為

本集團產品帶來龐大的市場，亦為本集團帶來大量訂單和新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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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本集團主要市場位於中國。經過詳細分析，許多國際知名企業日後將會把大部份生

產設施遷往中國。因此很多公司都需要添置新設備，並在國內建立公司形象。中國

的市場和生產環境對世界知名的大型企業及加工廠商具有極大吸引力。我們相信從

現在至二零一零年中國應享有50%的增長，是全球發展最活躍地區，並為最大消費
市場。同時本集團亦考慮拓展海外市場，為此正與美國之有意經營者洽談合作經營，

協助本集團開拓美國及墨西哥市場，藉此將本集團產品銷往當地市場。

二零零一年度，隨着本集團新生產廠房落成，再配以完善之生產設備，預料將會大

幅提升本集團的生產能力。

本集團對其日後業務發展極具信心，本集團亦會繼續開闢具創意之途徑以發展新產

品及擴充市場佔有率，藉此為股東帶來最大之回報。

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同寅向過去多年來一直對本集團鼎力支持及竭誠服務之

同儕及員工衷心致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畢天慶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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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流動資金、資本結構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日常業務主要由所得溢利、內部財政資源及銀行信貸（例如信託收據貸款

及透支）提供所需資金。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223,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約100,000,000港

元）。流動比率為2.11（二零零零年：1.20），而負債比率（根據長期負債與股本之百
份比計算）為0.06%（二零零零年：0.14%）。

發售新股所得款項之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

就此按每股新股1.18港元之價格發行78,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此次發
售新股已成功為本公司籌集約81,006,000港元之款項淨額（已扣除有關費用），在截

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有關之款項淨額已作下列用途：

－ 約8,500,000港元用於分別與Samsung Techwin及與Samjung Tech聯合開發之項

目；

－ 約5,000,000港元用於增強本集團之產品研究及開發能力；

－ 約6,500,000港元用作開發及推介新電子及數碼消費品；及

－ 約10,500,000港元用作擴充本集團生產設施。

並未即時用作詳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招股章程之用途之發

售新股所得款項淨額已存放於香港之持牌財務機構。

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廠房僱用超過3,000名僱員及工人，而在本集
團之香港辦事處則僱用約50名職員。各董事現正積極檢討人手及薪酬待遇，旨在維

持一個具成本效益之管理架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已由委員會審閱。委員會之主要職務包括審核及

監察本集團之財務㶅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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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簡介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執行董事

畢天慶先生，現年45歲，為本集團主席。彼於一九八七年創立本集團，負責整體策

略性計劃及擬訂本集團之企業政策。畢先生在電子業積逾二十年經驗。彼為畢天富

先生和畢天雄先生之兄弟。

畢天富先生，現年43歲，為本集團副主席。畢先生負責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工
作，並管理本集團在中國北京之分公司。彼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加入本集團，在電子

業有逾十五年經驗。彼為畢天慶先生及畢天雄先生之胞弟。

梁暢先生，現年40歲，為本集團董事總經理，負責本集團位於中國深圳和香港之銷

售及市場推廣工作。梁先生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加入本集團，在電子業積逾十五年經

驗。彼為梁權先生之胞弟。

畢天雄先生，現年49歲，為本集團總經理，負責Pro-Tech Industries Corp.之財政及

會計事務。彼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加盟本集團，在財務會計界有逾四年經驗。畢先生

是畢天雄先生和畢天富先生之胞兄。

梁權先生，現年44歲，為本集團市場推廣總監兼行政總裁，負責研發生產線設備。
彼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加入本集團，在機械工程界積逾十年經驗。梁先生持有香港理

工大學精密工程碩士學位。彼為梁暢先生之胞兄。

梁嘉樂先生，現年40歲，為本集團總經理，負責Pro-Tech Industries Corp.之研發。

梁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加盟本集團，在電機工程方面有逾十三年經驗。

司徒健如先生，現年39歲，為本集團總經理，負責Pro-Tech Industries Corp.之生產

及管理。司徒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加盟本集團，在電子業有逾二十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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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簡介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非執行董事

歐燊耀先生，現年56歲，為註冊投資顧問，並於證券業擁有豐富經驗。彼亦為Realink

Securities Limited、China Point Stock Brokers Limited及 I & P Securities Limited之董事、
Dao Heng Securities Limited之顧問及數家在聯交所上市之公眾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區先生為一九九八年立法會金融服務分組選舉之選舉委員會成員之一。此外，

彼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間擔任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副主席，並於一九八八

年至一九九四年間出任聯交所理事。

葛根祥先生，現年54歲，為Prosticks.com Limited主席。彼擁有逾三十年財務、金融
及銀行業經驗。葛先生為Chartered Institute of Bankers資深會員，並持有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彼亦為數家在聯交所上市之公眾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此外，葛先生

為香港大學經濟及財務學會顧問委員會成員，並於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出任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

高級管理層

謝家義先生，現年37歲，為本公司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負責本集團之財務及秘書

事務。謝先生持有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一九

九九年加入本公司前，彼於會計方面積逾十年經驗。

渡邊英二先生，現年57歲，為日東深圳工程師，負責生產線及生產設備之研究及開
發。渡邊英二先生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加入本集團，在多類工業生產線設計及安裝方

面積逾三十年經驗。

小田中練輔先生，現年45歲，為Suneast Electronics Development (Shenzhen) Co.,

Ltd.銷售工程經理，負責生產線及生產設備之研究及開發。小田中練輔先生持有日

本Sendia東北學院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彼於二零零零三月加入本集團，在電子業生
產線之設計及安裝方面有逾二十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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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簡介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陳洁欣先生，現年32歲，為本集團工程部主管，負責生產線之設計及安裝。陳先生
持有中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機工程學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加入本集團，

在電力工程方面有逾十年經驗。

李忠鎖先生，現年31歲，為本集團工程部總工程師，負責電子生產設備和輸送帶系

列之設計及開發。李先生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加入本集團，在電子及電力工程方面有

逾五年經驗。

吳源金先生，現年31歲，為日東深圳之機械工程師，負責向本集團生產隊伍提供培

訓。吳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加入本集團，在機械及電子工程方面有逾十年經驗。

劉大發先生，現年31歲，生產設備生產部主管，負責監督本集團生產。劉先生於一

九八六年七月加入本集團，在廠房自動化方面積逾十年經驗。

陳亮先生，現年33歲，為Sun East Electronic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之 ISO主

管，負責 ISO內部稽核。陳先生持有中國華南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彼於一
九九九年三月加入本集團，在機械工程方面有逾十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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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茲通告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萬豪酒店三樓6號廳舉行二零零一年股東

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

書及核數師報告書。

2. 宣派末期股息。

3. 選舉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 考慮及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a) 在 (c)段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地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行

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配發、發行並處置本公司股本中之新股份，

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須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a)段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可於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予可能須於有
關期間終止後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本公司董事依據 (a)段獲之批准予以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
（不論是否依據購股權或其他）之股本面值總額（惟向股東配售新股而

配發者或依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股本之認股權證之認購

權獲行使而配發者則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之

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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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期至下列三項之最早日期止之

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須舉行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配售新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於指定之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

冊之股份持有人按其當時持股比例發售新股（惟本公司董事有權在必須或

權宜之情況下就零碎股權或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律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認

可管制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而取消若干股東在此方面之權利或另作安

排）。」

B.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地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

以購回本身之股份及認股權證（如有），惟須遵守所有適用法例之規

定；

(b) 本公司於有關期間依據(a)段之批准購回本公司股份及認股權證（如有）
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之未行使認股權

證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期至下列三項之最早日期止之

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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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ii) 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須舉行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

C. 「動議在上述第5A及5B項決議案獲得通過之情況下，本公司依據董事會按

上文第5B項決議案所述，授予董事權力購回之本公司股本中股本之面值
總額，可計入本公司董事依據上文第5A項決議案可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

無條件地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內。」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謝家義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多位代表出席大會，並於表決時代其

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

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須於該大會或續會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抵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

和記大廈4樓，方為有效。

2.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發末期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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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致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各股東

吾等已完成審核載於第24至56頁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表。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之責任為編製真實兼公平之財務報表。在編製該等真實兼公平之財務報

表時，董事必須選擇及貫徹採用合適之會計政策。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吾等審核工作

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獨立意見，並向股東報告。

意見之基礎

吾等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

式，查核與財務報表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審董事於編製該等

財務報表時所作之重大估計和判斷，所釐定之會計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司及 貴集

團之具體狀況，以及有否貫徹運用並足夠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吾等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吾等認為必須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

使吾等能獲得充份之憑證，就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作合理之確定。

在作出意見時，吾等亦已衡量該等財務報表所載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吾等相信，

吾等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提供合理之基礎。

意見

吾等認為，上述財務報表均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

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適當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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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509,120 402,627

銷售成本 (372,571) (293,169)

毛利 136,549 109,458

其他收入 3,150 1,56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364) (10,639)
一般及行政開支 (36,815) (27,442)

其他營運開支 (2,256) (7,948)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5 82,264 64,998

財務費用 7 (1,219) (1,235)

稅前溢利 81,045 63,763

稅項 8 (12,329) (9,87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9  68,716 53,888

股息 10 (31,600) －

本年度保留溢利 37,116 53,888

每股盈利 11

－基本 25.40港仙 23.03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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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確認損益表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折算海外實體財務報表時之㶅兌差額 23 (23) (43)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23 4,730 －

於綜合損益表未確認之收益／（虧損）淨額 4,707 (43)

股東應佔本年度純利 68,716 53,888

確認損益總額 73,423 53,845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6

綜合資產負債表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 100,696 84,147

其他按金 2,040 2,040

102,736 86,187

流動資產
存貨 14 49,669 39,525
應收賬款 15 78,308 49,1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79 1,259

有抵押銀行存款 5,000 1,408
現金及銀行結餘 97,028 9,468

234,584 100,8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6 37,949 25,275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7,801 26,847

計息借款 17 9,274 16,145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19 393 625

應付稅項 20,991 13,467

應付董事款項 20 2,182 1,838
應付股息 12,480 －

111,070 84,197

流動資產淨值 123,514 16,6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6,250 102,836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19 124 136

遞延稅項 21 3,098 2,501

3,222 2,637

223,028 100,199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2 31,200 200

儲備 23 191,828 99,999

223,028 100,199

畢天慶 梁暢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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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4(a) 62,886 53,447

投資回報與融資費用
已收利息 2,545 393
已付利息 (847) (843)

融資租約租金款項之利息部份 (372) (392)

已付股息 (3,120) (8,000)

投資回報與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1,794) (8,842)

稅項
已付香港利得稅 (4,208) (417)

投資業務
購入固定資產 (23,333) (38,733)

長期資產之按金及租務按金 － (1,962)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195 1,468

應付董事款項（減少）／增加 (15,656) 1,304

收購一間合夥企業之淨資產 24(d) － (1,072)
有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3,592) (1,217)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42,386) (40,212)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入淨額 14,498 3,976

融資活動 24(b)

新造銀行貸款 4,673 －

償還銀行貸款 (935) (202)

償還有關連人士之貸款 (12,617) 3,926

融資租約租金款項之資本部份 (1,050) (9,436)
發行股本所得款項 92,040 －

股份發行開支 (11,034)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1,077 (5,71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減少） 85,575 (1,736)

年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875 8,654
㶅率變動之影響 (23) (43)

年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2,427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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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7,028 9,468

    銀行透支 (1,704) (833)

    期滿日不足三個月之信託收據貸款 (2,897) (1,760)

92,427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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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附註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13 152,372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57,2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00
應付股息 12,480

12,680

流動資產淨值 44,531

196,903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2 31,200

儲備 23 165,703

196,903

畢天慶 梁暢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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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1. 集團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根據一項為整頓本集團架構以籌備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

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之重組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

月十八日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各公司之控股公司，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3。重組

乃藉着本公司購入 i-Syste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i-System」）全部已發行股本
而完成，作為向 i-System前股東配發及發行合共1,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入賬列為繳足股份之代價及交換條件。本集團重組之其他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22及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招股章程。

2. 公司資料

年內，本集團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設計及製造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 經銷品牌生產設備

－ 設計及製造消費品

－ 提供加工分包服務

董事認為，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Mind Seekers Investment Limited。

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會計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編製。除投資物業與土地及樓宇外，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原值成本法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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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編製及綜合賬目基準

因本集團已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完成集團重組，故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會計合併

基準編製。按此基準，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而非由本公司進

行有關收購之日起計，本公司一直被視為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因此，截至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及現金流量包括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由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或彼等各自註冊成立／成立日期（以較短者為準）

起計之業績及現金流量。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比較數字乃

按本集團於該日已一直存在之基準編製。

董事認為，按上述基準編製之綜合財務報表較能公平地呈報本集團整體之業績、狀

況及現金流量。

集團內各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集團內之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因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並未存在，故並無就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程列

比較數字。

收益確認

收益乃於本集團極可能取得經濟利益及能可靠地計算有關收益時按下列基準確認：

－ 就貨品銷售而論，於擁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回報均轉歸予買方，而本集團並無保

留與擁有權有關之管理權或已售貨品之有效控制權；

－ 於提供加工分包服務時，倘所產生收益及成本能可靠地計算，則按合約完成階

段計算合約完成階段乃參考合約之特定階段實際完成而定。履行中合約之可預

見虧損於查明時全數確認；

－ 租金收入，在租約年期內按時間比例基準計算；及

－ 利息收入就未償還本金以適用之實際利率按時間比例確認入賬。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2

財務報表附註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固定資產及折舊

固定資產（除投資物業及在建工程外）按成本或估值減去累計折舊入賬。一項資產之

原值包括其購買價及任何令資產達致原訂用途所需操作狀況及位置所產生之直接應

計成本。在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引致之支出（如修理及保養費用）通常於引致上述產

生之期間內自損益賬扣除。在清楚顯示有關支出可能導致固定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

增加之情況下，支出撥充資本，作為固定資產之額外成本。

投資物業以外之固定資產價值之變動均作為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處理。倘該儲備之

總額按個別資產基準不足以抵銷虧絀，則於損益賬中扣除超逾儲備之虧絀數額。任

何其後之重估儲備均計入損益賬內，惟以之前扣除之虧絀為限。出售一項重估資產

時，資產重估儲備中有關先前估值之已變現部份會作為一項儲備變動而撥入保留盈

利。

固定資產之折舊乃於其估計可用年限內撇銷個別資產之成本或估值。除以直線法基

準計算折舊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外，所有固定資產乃按遞減結餘基準予以折舊，所採

用之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土地 按租約年期

樓宇 2%至4.5%
機器及設備 9%至25%

傢俬、裝置及租賃物業裝修 18%至25%

汽車 25%

出售或廢棄固定資產之收益或虧損乃有關資產之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金額之差

額，於損益賬中確認。

在建工程指在建中之大廈，以成本值列賬，且並未計算折舊。成本值包括建築之直

接成本。在建工程在完成及可作擬定用途時重新歸類，撥入適當之固定資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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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固定資產及折舊（續）

於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前，本集團之所有固定資產均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入賬。

按估值基準重估本集團若干固定資產所產生之財務影響乃一項為數4,730,000港元之

重估盈餘，其已於資產重估儲備內確認。有關重估本集團固定資產所用會計政策之

變動之其他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2。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有關建築工程及發展經已完成，並因其投資潛力而擬長期持有之土地及

樓宇權益，任何租金收入乃按公平原則磋商。投資物業並無折舊，並按各自之估值

計算。

投資物業價值之變動均作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變動處理。倘該儲備之總額按組合

基準不足以抵銷虧絀，則於損益賬中扣除超逾儲備之虧絀數額。任何其後之重估儲

備均計入損益賬內，惟以之前扣除之虧絀為限。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時，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有關先前估值之已變現部份會撥入損益

表中。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一半以上投票權或已發行股本或控制董事會之

組成之公司。

附屬公司權益乃按成本列賬，惟倘董事認為該等權益出現暫時性質以外之減值時，

則撇減至董事釐定之價值。

存貨

存貨按成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之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值按先入先出法基準計算，

倘屬在製品及製成品，則包括直接物料、直接勞工成本及適當比例之製造成本。可

變現淨值按估計售價減預期完成及售出所需之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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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採用負債法就稅務及財務申報確認收益及開支所出現之重大時差，根據

在可預見將來可能出現之負債作出準備。遞延稅項資產應在毫無疑問及能加以肯定

之情況下方會列賬。

關連各方

倘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可對另一方之財務及經營決策有重大影響

力，便被視為關連各方。倘共同受某一來源控制或重大影響，則此等人士亦被視為

關連各方。關連人士可屬個人或公司實體。

租賃資產

在租賃中，凡將資產之法定所有權以外之擁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歸予本集團

者，均列為融資租約。在訂立融資租約之初，租賃資產之成本值按最低租賃付款額

之現值撥作資本，並連同有關債項（不包括利息支出）入賬，以反映購置資產及融資

費用。

根據資本化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列為固定資產，並於資產租期及估計可使用年期之

較短期間內攤銷折舊。有關租賃之財務費用會計入損益賬，從而按租約期計算固定

之費用。

倘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回報及風險乃由出租公司承擔，其有關租約則列為經營租

約，該等經營租約之租金於租約期內以直線法計入損益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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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若干合資格參與指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

利計劃（「退休計劃」）之僱員管理該退休計劃。退休計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

生效。供款乃按僱員之基本薪金之某一百分比作出，並根據退休計劃細則於應付時

在損益賬內扣除。退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以一獨立管理基金分開持有。根

據退休計劃之細則，除本集團之僱主之自願供款外，僱主供款於繳入退休計劃時可

由僱員悉數提取。當僱員可悉數提取供款前離職時，須將本集團僱主之自願供款退

還予本集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政府之相關規例，本集團於中國營運之

附屬公司參與一項由當地社會保障局管理之退休基金計劃。該計劃之供款乃按合資

格僱員之薪金之某一百分比作出，並根據計劃細則於應付時在損益賬內扣除。本集

團須負責就中國退休基金計劃繳付所需之持續供款。

研究及開發費用

所有研究費用在產生時計入損益賬。

開發新產品計劃所產生之支出只會在下列情況下資本化及作遞延處理：計劃予以清

晰界定；支出可分列名目及以可靠之方式予以量度；在合理情況下肯定計劃技術上

是可行的以及產品具商業價值。不符合此等標準之開發產品支出在產生時作為開支

勾銷。

遞延開發費用乃按直線基準在預期帶來相關之經濟利益及一般不超出五年（由產品作

商業生產之日期起計）之期間予以攤銷。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一般具備30至90日信貸期）乃發票原值減未能收取數額之撥備予以確認及

列賬。倘不可能收回全數時將估計呆賬額。壞賬則於產生時予以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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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等同現金項目

就綜合現金流量報表而言，等同現金項目指短期及高度流通之投資項目（可以隨時兌

換成已知數額之現金，並於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減除須於墊款之日起計三個月內償

還之銀行墊款。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提供服務發票淨值及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發票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

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撇銷。

來自下列業務之收益已計作營業額：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463,720 358,612
提供加工分包服務 45,400 44,015

509,120 402,627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7

財務報表附註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5.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已經扣除／（計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成本 366,785 292,018

核數師酬金 1,771 700

滯銷存貨撥備 5,303 1,151
呆賬撥備 2,256 5,597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11,819 9,623
租賃固定資產 206 1,32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747 287

職工薪金（董事酬金除外－附註6） 37,212 28,443

減：計入研發費用之金額 (3,994) (3,099)

33,218 25,344

公積金 173 225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 2,351

研發費用 4,415 3,279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00 －

㶅兌虧損／（收益）淨額 372 (458)

利息收入 (2,545) (393)
租金收入總額及淨額 (84) (90)

6. 董事薪酬及五位最高受薪僱員

董事酬金詳情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 －

其他薪酬 3,073 2,210

3,073 2,210

本年內，各董事之酬金介乎零至1,000,000港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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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薪酬及五位最高受薪僱員（續）

於本年內，本集團五位最高受薪人士均為董事（二零零零年：4位董事），而有關彼等

薪酬之資料已於上文披露。於二零零零年，已付予其餘最高受薪非董事人士之薪酬

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房屋福利、其他津貼及

實物利益 － 267

於本年內，本集團並無向任何董事或五位最高受薪人士支付任何薪酬作為加入或於

加入本集團時之誘金或離職補償。於本年內，概無任何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薪

酬。

7. 財務費用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567 375

其他貸款之利息 280 404
融資租約利息 372 392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之利息 － 64

1,219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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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香港 3,157 478

其他地方 8,575 6,776

上年度撥備不足 － 120
遞延－附註21 597 2,501

本年度稅項開支 12,329 9,875

本年內，香港利得稅已按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二零零零年：16%）

提撥。於其他地方經營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

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準計算。

根據中國稅務機關發出之有關批文，本集團一間在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獲豁免首兩

個經營獲利年度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有權於其後三年獲減免有關稅項之50%。該附

屬公司適用之標準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33%。

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計入

本公司財務報表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為15,8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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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 16,000 －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 3,120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12,480 －

31,600 －

年內，下列之本公司附屬公司向集團重組前之當時股東派付之特別股息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Sun East Electronic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16,000 －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純利約68,716,000港元（二零零零年：約53,888,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70,542,466股（二零零零年：234,000,000股）計

算。用以計算二零零零年度每股盈利之股份數目比較數字，指本公司之備考已發行

股本，包括本公司註冊成立時之1,000,000股已發行未繳股份，就收購 i-System全部已

發行股本而發行之1,000,000股股份及資本化發行之232,000,000股股份，其他詳情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22。

由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出現攤薄事項，故並無計算該兩

個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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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傢俬、
裝置

租賃土地 機器 及租賃
投資物業 及樓宇 及設備 物業裝修 汽車 在建工程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1,500 40,073 53,646 6,776 4,160 493 106,648
添置 － 12,076 2,827 2,174 823 6,239 24,139

轉撥 － 220 － － － (220 ) －

出售 － － (202 ) (208 ) － － (410 )
重估盈餘 － 1,241 － － － － 1,241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500 53,610 56,271 8,742 4,983 6,512 131,618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1,891 15,800 2,680 2,130 － 22,501

本年度撥備 － 1,598 8,891 1,155 381 － 12,025

出售時撥回 － － (41 ) (74 ) － － (115 )
重估時撥回 － (3,489 ) － － － － (3,489 )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 24,650 3,761 2,511 － 30,922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500 53,610 31,621 4,981 2,472 6,512 100,696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500 38,182 37,846 4,096 2,030 493 84,147

成本或估值分析：

按成本 － － 56,271 8,742 4,983 6,512 76,508
按估值 1,500 53,610 － － － － 55,110

1,500 53,610 56,271 8,742 4,983 6,512 131,618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獨立專業合格估值師行Castores Magi Surveyors Limited

（「Castores」）按公開市場現有用途基準及折舊替代成本基準，重估位於香港及中國其
他地方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價值分別為4,130,000港元及49,480,000港元。重估產生之

盈餘4,730,000港元已計入資產重估儲備。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Castores按公

開市場現有用途基準重估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價值為1,5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500,000
港元）。此項重估並無產生盈餘或虧絀。

倘本集團之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列賬，則本集團計入財務報表

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總值將約為48,88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38,1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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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固定資產（續）

本集團以融資租約持有並計入汽車與機器及設備之總額內之固定資產賬面淨值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汽車 182 284

機器及設備 644 4,275

本集團所持投資物業位於香港並以中期租約持有。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乃以中期租約持有，現進一步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130 2,619
其他地方 49,480 37,454

53,610 40,073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賬面淨值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為

1,500,000港元及1,900,000港元，已作為本集團所獲往來銀行融資之抵押，詳情載於

財務報表附註18。

13.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115,668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36,704

152,372

附屬公司之結餘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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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已繳足股本／
成立及 註冊股本 應佔

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之面值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i-System Investment 英屬處女群島 2,0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Company Limited

Sun East Electronic 香港 5,000,000港元 100% 機器買賣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Fulvan Manufacturing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機器製造

Limited ／中國

Dystia Investments Inc.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提供研發及

品質管控服務

Sherarson Intervest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提供品質

Company Ltd. ／中國 管控服務

Pipersville Company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提供研發

Limited ／中國 服務

Pro-Tech Industries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電子消費品

Corp. ／中國 製造及買賣

Rightrade Corporation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100% 持有商標及

專利權

Suneast Electronics 中國 30,000,000港元 100% 機器製造及

Development 買賣

(Shenzhen) Co., Ltd.

除 i-System外，上述附屬公司均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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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0,621 26,339
在製品 15,516 8,443

製成品 9,986 5,894

56,123 40,676

減：滯銷存貨撥備 (6,454) (1,151)

49,669 39,525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存貨按可變現淨值列賬（二零零零年：無）。

15. 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63,054 37,799

91至120日 6,187 3,915
120日以上 16,267 13,069

85,508 54,783

減：呆賬撥備 (7,200) (5,597)

78,308 4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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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1,809 15,676

91至120日 1,117 2,600
120日以上 5,023 6,999

37,949 25,275

17. 計息借款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透支－附註18 1,704 833

無抵押銀行貸款 4,673 935

一名有關連人士之無抵押貸款 － 12,617
信託收據貸款 2,897 1,760

9,274 16,145

一名有關連人士之貸款屬無抵押、參照銀行息率計息，並已於本年度悉數償還。

18. 信貸融資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有抵押銀行借款由以下各項作抵押：

(i) 本集團若干位於香港之租約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賬面淨值分別約為1,900,000

港元及1,500,000港元）之第一法定抵押；

(ii) 有抵押銀行存款5,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1,408,000港元）；

(iii) 一間關連公司位於香港之物業之第二法定抵押；及

(iv) 一位董事位於香港之一項物業之第二法定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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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於結算日，融資租約債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款項須於以下期限內償還：

一年內 449 965
第二年 153 83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83

最低融資租約還款總額 602 1,131

未來融資費用 (85) (370)

淨應付融資租約款項總額 517 761

列作流動負債部份 (393) (625)

長期部份 124 136

20. 董事之結餘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1B條披露應收一位董事之款額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年內未償還 於二零零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最高款額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畢天慶先生 － 16,000 －

年內，16,000,000港元之特別股息乃以董事之流動賬支付。應付董事之款項為無抵押、

須於通知時即時償還，以及除卻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一位董事款額800,000
港元（附年息12%）外，所有餘款均屬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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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遞延稅項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2,501 －

年內支出－附註8 597 2,501

於三月三十一日 3,098 2,501

本集團遞延稅項撥備之主要成份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加速折舊免稅額 3,098 2,800

稅項虧損 － (299)

於三月三十一日 3,098 2,501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22. 股本

本公司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12,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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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續）

於本公司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如下：

(i) 本公司註冊成立時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股份，全部均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八日以未繳股款方式配發及發行。

(ii)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藉額外增設1,999,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股

份，使本公司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至200,000,000港元。

(iii)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作為財務報表附註1所述集團重組部份，本公司發行合

共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入賬列作繳足股份，作為購入 i-System全部已發
行股本之代價。 i-System股份按 i-System該日綜合資產淨值釐定之公平價值超出

本公司為交換而發行股份面值之數達115,568,000港元，已計入本公司實繳盈餘，

詳見財務報表附註23。

(iv)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按上文 (iii)所述於為交換 i-System股份而發行股份並計入

本公司部份實繳盈餘之100,000港元，乃用作按面值悉數繳付於二零零零年八月
十八日以未繳股款方式發行及配發之1,000,000股股份。

(v)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藉將其股份溢價賬進賬金額23,200,000港元撥充
資本方式，向於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按彼等當時各自持股量以按面值繳足方式配發合共232,000,000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股份，惟須因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向公眾發行新股而令股份溢價賬獲

進賬後，方可作實。

(vi)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以現金總代價92,040,000港元（未扣除開支）按每
股1.18港元向公眾發行78,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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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續）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上述變動概述如下：

已發行
股數 面值

以千股計 千港元

股份以未繳股款方式於註冊

成立時配發及發行 1,000 －

股份獲發行以作為收購 i-System

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 1,000 100
動用實繳盈餘繳付未繳股款股份 － 100

資本化發行及入賬列作繳足，

惟須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公開

發行新股而獲進賬後，方可作實 232,000 －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備考已發行股本 234,000 200

公開上市時發行新股 78,000 7,800
如上文所載之股份溢價賬資本化 － 23,20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12,000 31,200

購股權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須待本公司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後方可作實），本公司董事獲授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八日或之前

可酌情邀請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接受購股權以認購

本公司股份。購股權計劃認購價相等於本公司股份面值或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

個交易日股份在聯交所平均收市價八成之較高者。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所涉

及股份數目，最多不可超逾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10%（惟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

權獲行使時所發行之股份除外），及可授予任何一名董事或僱員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

數目，最多不可超逾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獲行使所發行股份最高數目之25%。

購股權計劃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上市後即告生效。

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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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儲備

股份 實繳 資產重估 外㶅浮動
溢價賬 盈餘 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本集團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 4,800 － (74) 41,428 46,154

本年度純利 － － － － 53,888 53,888
綜合賬目時產生

之折算差額 － － － (43) － (43)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4,800 － (117) 95,316 99,999
發行股份 84,240 － － － － 84,240

股份發行開支 (11,034) － － － － (11,034)

資本化發行股份

－附註22 (23,200) － － － － (23,200)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

折算差額 － － － (23) － (23)
重估盈餘 － － 4,730 － － 4,730

本年度純利 － － － － 68,716 68,716

股息 － － － － (31,600) (31,600)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50,006 4,800 4,730 (140) 132,432 19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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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儲備（續）

股份 實繳 資產重估 外㶅浮動
溢價賬 盈餘 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b）

本公司

於收購 i-System時產生 － 115,568 － － － 115,568

用於支付於註冊成立時

所配發之1,000,000股

未繳股款股份 － (100) － － － (100)

發行股份 84,240 － － － － 84,240
股份發行開支 (11,034) － － － － (11,034)

資本化發行股份

－附註22 (23,200) － － － － (23,200)
本期純利 － － － － 15,829 15,829

股息 － － － － (15,600) (15,600)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50,006 115,468 － － 229 165,703

附註 :

(a)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指根據財務報表附註1所述之集團重組所購入附屬公司股本面值與本公司為

交換而發行之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

(b) 本公司之實繳盈餘指根據上述重組所購入附屬公司當時合併資產淨值與本公司為交換而發行之

股份面值兩者之差額。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若干情況下，本公司之實繳盈餘可分

派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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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經營業務溢利與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對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 82,264 64,998

利息收入 (2,545) (393)

折舊 12,025 10,945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絀 － 2,35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00 －

滯銷存貨撥備 5,303 1,151
呆賬撥備 2,256 5,597

存貨增加  (15,447) (26,375)

應收賬款增加 (31,378) (18,8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3,320)  9,207

應付賬款及票據增加／（減少） 12,674 (16,00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954 22,13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減少 － (1,358)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62,886 5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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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年內融資活動變動分析

股本及 一名有
股份溢 關連人士 融資租約
價賬 銀行貸款 之貸款 債項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200 935 8,691 44
融資現金流入／（流出） － (202) 3,926 (9,436)

訂立融資租約 － － － 284

購入資產淨值 － 202 － 9,869

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200 935 12,617 761

融資現金流入／（流出） 81,006 3,738 (12,617) (1,050)

訂立融資租約 － － － 806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81,206 4,673 － 517

(c) 重要非現金交易

(i)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公開上市而進行之集團重組，涉及以發行股份

方式收購 i-System，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及22。

(ii) 年內，本集團就資產訂立融資租約安排，而資產於租約訂立總資本值約806,000

港元。

(iii) 年內，本公司宣派特別股息16,000,000港元，並透過與一名董事之流動賬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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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d) 收購一間合夥企業之淨資產

已收購之淨資產：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 19,079
存貨 － 1,68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16,505

現金及銀行結餘 － 272
銀行透支 － (1,344)

有抵押銀行貸款 － (2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9,194)
應付融資租約款項 － (9,869)

合夥企業之往來賬戶 － (16,930)

－   －

支付方式：

現金 － 1港元

有關收購淨資產之現金流出淨額分析：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購現金 － 272

已收購銀行透支 － (1,344)

有關資產淨值之收購之現金流出淨額 － (1,072)

於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收購之業務為本集團營業額貢獻71,524,000
港元，並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帶來純利17,641,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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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已訂約未提撥樓宇建造之資本承擔 6,414 11,176

來年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註銷經營

租約應付每年承擔款項於下列期間屆滿：

一年內 284 32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03 －

五年後 3,224 －

4,211 321

本公司於結算日並任何無重大承擔。

26. 或然負債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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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追索權貼現票據 1,869 － － －

授予附屬公司銀行融資之擔保 － － 85,600 －

於結算日，由本公司向其附屬公司提供擔保作抵押之信貸融資仍未動用。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56

財務報表附註

日東

科技

（控股）

有限公司  •

二零零一年

年報

27.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財務報表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年內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會藉予一位董事 (i) － 6,480

繳付利息予一位董事 (ii) － 64

繳付利息予一位有關連人士 (ii) 280 229
向Mason (Far East) Industries

Company（「Mason」）購置機

器、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 (iii) － 3,243
付予Mason之加工費 (iv) － 1,665

附註：

(i) 會藉乃按會藉於出售日期之賬面值出售。

(ii) 繳付予一位董事及一位有關連人士之利息乃與所授出之貸款有關，其他詳情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17及20。

(iii) Mason由本公司一名董事之胞弟實益擁有。機器、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之價格按
Mason所付之實際費用予以釐訂。

(iv) 加工費金額之基準乃由本集團與Mason釐訂。

28.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