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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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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L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或「我們」）局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之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38,262  �,���,0��
銷售成本  (610,322 ) (�,0��,��� )    

毛利  127,940  ���,���
其他收入  16,796  �0,���
分銷成本  (124,860 ) (���,��� )
行政費用  (130,493 ) (���,���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減少）  37,134  (��,���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2,451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增加（減少）  71  (�,���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增加（減少）  5,476  (��,��� )
被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7 ) (��0 )
融資成本  (10,692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72  ���    

除稅前虧損 3 (75,712 ) (���,�0� )
稅項 4 (1,468 ) (�,��0 )    

本年度虧損  (77,180 ) (���,���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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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5,422  (�,��� )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作自用
  之租賃物業  10,628  –
 重估上述物業
  之遞延稅項  (590 )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5,460  (�,��� )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61,720 ) (���,��� )    

本年度虧損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7,490 ) (��0,��� )
 少數股東權益  (9,690 ) (�,�0� )    

  (77,180 ) (���,��� )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2,366 ) (���,��� )
 少數股東權益  (9,354 ) (�,��� )    

  (61,720 ) (���,��� )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7.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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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45,350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652  ���,���
 預付租賃款項  3,774  ��,���
 產品發展成本  –  ��0
 商譽  26,484  ��,���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8,174  �,0��
 可供出售之投資  24,046  ��,0��
 遞延稅項資產  3,245  �,���    

  448,725  ���,���    

流動資產
 存貨  325,718  �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 115,247  ���,���
 預付租賃款項  121  �,���
 應收聯營公司賬項  3,010  �,���
 可收回稅項  584  �,���
 持作買賣之投資  13,877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  ���
 銀行結存及現金  80,440  �0�,���    

  539,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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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 144,779  ���,���
 應付聯營公司賬項  2,809  �,�0�
 衍生金融工具  275  �0
 應付稅項  1,671  �,���
 於一年內到期之貸款  219,389  �0�,�0�
 銀行透支  218  –    

  369,141  ���,���    

流動資產淨值  169,859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8,584  �0�,�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467  �,���
 於一年後到期之貸款  –  ��,���    

  4,467  ��,�0�    

資產淨值  614,117  ���,���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4,035  ���,0��
 儲備  298,699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12,734  ���,�00
上市附屬公司之購股權儲備  465  ���
少數股東權益  918  �0,�0�    

總權益  614,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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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現在或已經生效
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財務報告之呈列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借貸成本
 （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號 清盤產生之可沽售金融工具及責任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投資一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取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含衍生工具
 －詮釋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淨投資對沖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惟於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就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第�0段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 
  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
之綜合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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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影響呈列及披露方式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告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引入術語變動（包括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標題）及綜合
財務報告格式及內容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一項披露準則，改變了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計量基
準。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資料（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擴大對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相關公平價值計量之披露
規定。根據該等修訂所載之過渡條文，本集團並無就擴大披露規定提供比較資料。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毋須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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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

修訂本。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以後本集
團之業務合併之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有權
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進有關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由二零一
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可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
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特別是，(i)目的
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及(ii)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
息付款之債項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按公平價值計
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權益性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一般於其他全面收益
內確認，惟股息收益於損益內確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工具
之分類及計量。

此外，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租約」中有關租賃土地分類之規定已作出修訂。有關修訂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並可提前應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之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
約，並於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有關修訂已刪除此規定。反之，有關
修訂規定租賃土地須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分類，即根據出租人或承租
人所涉及租賃資產所有權附帶之風險及回報程度釐定。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可
能影響本集團租賃土地（按重估金額）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並
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類」。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乃一項披露準則，規定以本集團各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區分經營分類之基
準，並以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就於不同分類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定期檢討之分類為
準則。相反，先前之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類呈報」）乃要求實體按風險及回報方式
區分業務及地區兩套分類，而該實體之向主要管理人員作出之內部財務呈報制度僅作為識
別有關分類之起始點。過往，本集團之主要報告形式為按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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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釐定之主要可申報經營分類比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並未導致本集團之可
申報經營分類須重新指定，但改變了計量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基準。

本集團業務由兩個分部組成，分別是電子產品（即消費電子影音設備、樂器及配件）設計、
製造及銷售以及證券買賣。該等分部乃本集團報告其分類資料之基準。

分部收入及業績

按本集團可申報分部之收入（即銷售貨品）及業績分析如下：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738,262  –  738,262     

分部業績 (103,193 ) 8,159  (95,034 )   

利息收益     162
未分配收益     5,134
未分配開支     (12,416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37,134
融資成本     (10,692 )     

除稅前虧損     (75,712 )
稅項     (1,468 )     

本年度虧損     (77,180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0��  –  �,���,0��     

分部業績 (��,��� ) (��,��� ) (��,��� )   

利息收益     ���
未分配收益     �,0��
未分配開支     (��,�0�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減少     (��,���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虧損     (���,�0� )
稅項     (�,��0 )     

本年度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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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業績，當中並未分配總辦事處產生之中央行政成本、投資物業之公平
價值增加╱減少、利息收益、可供出售之投資之股息收益、租金收益、融資成本及稅項。
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供其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計量標準。

分部資產及負債

按本集團可申報分部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712,392  18,658  731,050
未分配公司資產     256,675     

合計總資產     987,725     

負債
分部負債 144,779  275  145,054
未分配公司負債     228,554     

合計總負債     373,608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  �0,��0  ���,���
未分配公司資產     ���,���     

合計總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  ���  ���,���
未分配公司負債     ���,��0     

合計總負債     ���,���     

未分配公司資產主要指投資物業、可供出售之投資、遞延稅項資產、應收聯營公司賬項、
可收回稅項及銀行結存及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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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公司負債主要指借貸、應付聯營公司賬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

其他分類資料

 電子產品
 設計、製造
 及銷售  證券買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納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40  –  18,840
產品發展成本攤銷 260  –  26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  (2,451 ) (2,451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增加 –  (71 ) (71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增加 –  (5,476 ) (5,476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121  –  1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380  –  47,380
呆賬撥備 2,005  –  2,005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11,291  –  11,291
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7,767  –  7,767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產品發展成本攤銷 ���  –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增加 –  (�,��� ) (�,��� )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減少 –  �,���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價值減少 –  ��,���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  ��,���
呆賬撥備 ��,���  –  ��,���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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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但未納入分部業績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款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145,350  ��,���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8,174  �,0��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減少） 37,134  (��,��� )
利息開支 10,692  ��,���
已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未分配 –  �,���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分佈於北美洲、歐洲、香港（居住地點）、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其他國
家。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及有關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之詳
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470,094  ���,���  6,849  �,���
歐洲 144,107  ���,0��  –  –
加拿大 107,434  ��,���  185  �0�
中國大陸 1,864  ��  157,830  ���,���
日本及韓國 379  –  –  –
香港 235  ��,���  256,570  ���,���
其他國家 14,149  ��,���  –  ��       

 738,262  �,���,0��  421,434  ���,0��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之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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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有關年度佔本集團收入總額�0%以上之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31,485  不適用 �

客戶B� 127,525  ���,���
客戶C� 80,294  ���,���
客戶D� 不適用 2 ���,���
客戶E� 不適用 2 ���,���

� 來自電子產品之收入。
� 相關收入並未達到本集團收入總額之�0%以上。

3.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之計算已扣除（計入）：

呆賬撥備 2,005  ��,���
陳舊及滯銷之存貨撥備 11,291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380  ��,���
匯兌（溢利）虧損，淨額 (5,138 ) �,��0
已確認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計入行政費用內） 2  �
已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計入行政費用內） –  �,���
其他應收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7,767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10,69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溢利） 168  (��,���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利 (2,661 ) –
利息收益 (16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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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二零一零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0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8 ) (�,��0 )   

 (28 ) (�,��� )   

其他司法區之稅項
 本年度 754  ���
 過往年度少提（超額）撥備 13  (�� )   

 767  ��0   

遞延稅項 729  �,���   

 1,468  �,��0
   

香港利得稅以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二零零九年：��.�% ）計算。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00�年收入條例草案》，將公司利得稅調低
�%至��.�%，自二零零八╱二零零九評稅年度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以兩個年度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稅率��.�%計算。

於其他司法區產生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股息

董事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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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7,490 ) (��0,��� )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重列）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918,553,929  ���,���,���   

已調整用於計算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股份數目，以反映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
成之公開發售。

計算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乃假設並無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皆因
行使有關購股權將導致該等年度之每股虧損減少，且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該等年度股
份之平均市價。

7.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37,640  ��,���
�� – �0日 5,802  �,00�
�� – �0日 4,690  �,���
超過�0日 18,003  �0,���   

 66,135  �0�,0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賒賬期介乎�0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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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18,684  ��,���
�� – �0日 16,859  ��,���
�� – �0日 2,032  ��,���
超過�0日 55,046  ��,�0�   

 92,621  ��0,���
   

採購貨品之平均賒賬期為�0日。

主席報告書

業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經濟持續衰退及復甦步伐緩慢，繼續影響
本集團表現。由於消費市場信心不足及來自消費者之巨大降價壓力，本集團營業額由
�,���,000,000港元減少至���,000,000港元，減幅達��%，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
損��,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淨虧損��0,000,000港元）。

電子生產業務

北美洲及歐洲為本集團之兩大主要市場，該等地區經濟回穩及消費者信心恢復之步伐緩
慢。於本財政年度內，上述地區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北美洲及歐洲之銷售分
別下跌��%及��%。面對來自品牌製造商之激烈競爭，本集團之營銷工作舉步維艱。這
些製造商不惜降價以維持其營業額，而降價措施大大縮小品牌產品與本集團產品之價格
差距，導致本集團產品價格優勢不足以吸引零售商訂購。

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本集團於北美洲之LCD高清電視機銷售有所上升，我們認為這
主要由於北美家庭終於有意購買數碼電視機以取代老舊的CRT電視機。如果上述評估正
確，透過專注於數碼電視機市場，本集團營業額有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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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本集團毛利率下降�%。由於全球經濟衰退，我們決定減價拋售北
美倉庫存儲之大量存貨，從而降低融資成本及倉庫之存儲成本。預計存貨拋售引致之利
潤減少佔二零一零財政年度毛利率跌幅之一半（�.�%）。毛利率下降之其他原因包括巨大
之價格壓力及全年勞工及材料成本增加導致成本架構微幅上升。  

銷售及分銷成本下降��,000,000港元，行政開支亦減少��,000,000港元，當中��,000,000
港元來自削減行政人員薪酬。我們將繼續監控本集團之間接開支，致力提升本集團之盈
利水平。

證券買賣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分部溢利�,�00,000港元。

展望

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嚴重影響本集團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之表現，但我們仍看好未來業務
前景。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本集團與Polaroid訂立獨家特許權協議，為期五年，並可續約
兩年。憑藉該特許權，我們具備與其他品牌製造商競爭之實力。根據該協議，我們有權
就多種電子產品使用Polaroid之品牌名，主要產品類別包括電視機、DVD機、藍光DVD
機、手提式DVD機、DVD家庭影院組合、電子書閱讀器及Ipod平台座。迄今為止，有關
產品備受零售客戶青睞。

有見未來數年北美市場對數碼電視機之需求強勁，我們將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推出LED電
視機。我們將主推��至��吋電視機，此類產品適合小型家庭使用，並可滿足次臥及客臥
之需求。其後，我們計劃在北美市場推出藍光DVD機，配合LED電視機作為組合產品或
作為單獨產品銷售。此外，我們亦聘用兩名Polaroid前任銷售專員，藉此提升美國銷售團
隊之實力。推出Polaroid LED電視機後，我們最近再度取得若干大型訂單，著實令人欣
喜。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向股東公開發售股份籌集現金約��,000,000港元，用於撥付
Polaroid項目所需資金。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成。本集團將繼續減少存貨，以
為本集團業務提供額外營運資金，並將進一步精簡集團業務，降低行政及間接開支。

我們對全球經濟持審慎樂觀態度，但我們相信，未來數年本集團之表現將逐步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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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存款為�0,000,000港
元，而去年則為�0�,000,000港元。

以總借貸對比股東資金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二零零九年：0.��），而本年度之借貸
淨額對比股東資金則為0.��（二零零九年：0.��）。按流動資產對比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比
率由去年度之�.��轉為�.��。

財務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乃以權益及借貸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借貸總額
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00港元），須於�年內償還。借貸淨額（以借
貸減銀行結餘及現金計算）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大部份以美元或港元為結算單位，故所承受之匯率風險並不重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000港元）之若干資產及負債，作為一般信貸融資及經紀股票戶口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員工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員工共�,�0�人，其中�,�0�人受僱於中國，負責
本集團之製造及分銷業務。

本集團為其員工提供之福利如員工保險、退休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亦提供內
部訓練及外界訓練資助。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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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深信，維持良好、穩健及明
智的企業管治架構，將確保本公司之業務營運符合其股東整體最佳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作為其本身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守則之規定：

�.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發行人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獨立區分，且不應由同一
人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區分須書面清楚列明。劉錫康先生現時出任本公司
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基於目前業務運作情況與本集團之規模，董事局相信，由劉
先生出任本集團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乃可接受及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董事局將定
期檢討這情況。

�. 本公司乃根據私人法一九八九年百慕達升岡國際有限公司法（「一九八九年法」）於百
慕達註冊成立。根據一九八九年法第�(e)節，擔任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毋
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規定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由於本
公司受到一九八九年法之條文約束，公司細則不得作出修訂以全面遵守守則條文第
A.�.�條有關各董事（包括擁有特定委任年期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之規
定。

為加強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劉錫康先生將自願於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上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使本公司可遵守守則之規定，惟其有權並願意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局匯報。審核
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召開會議，以檢討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
度，以及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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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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定，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彼等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規定。

董事局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劉錫康先生，劉錫淇先生﹐劉錫
澳先生和劉翠蓮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韓相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何厚
鏘先生，陳澤仲先生及卓育賢先生。

承董事局命
升岡國際有限公司

劉錫康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