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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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599）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如下：

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二零零八年：
5港仙）。

擬派末期股息須獲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該末期股息並沒有反映在
本集團財務報表中應派股息內。

倘獲股東批准，末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
列本公司分別在開曼群島或香港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登記分冊（統稱為
「股東名冊」）之股東，而末期股息則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派發。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以下討論提供有關本集團收益貢獻、經營溢利、除稅後溢利、財政狀況、流動
資金及資本開支之資料。

經營業績

本集團錄得經營溢利30,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5,900,000港元），跌幅為33%，
而除稅後溢利則達25,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7,800,000港元），跌幅為34%，本
集團營業額為361,1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95,300,000港元），較去年下跌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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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期業績報告指出，美國的次按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為香港帶來影響。下
半年營業額倒退正反映出建築項目正在放緩。然而本集團的毛利率仍維持於
39%（二零零八年：38%），行政開支則為32,4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32,600,000 
港元）。本集團部分陳列室於2008年夏季續租，按當時租金調整下，銷售及分銷
成本輕微上升至 76,0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73,700,000 港元）。

批發╱零售

本港經濟直接影響本地批發及零售市場。雖然利率持續下降，但本港經濟前
景並未明朗，建築項目的放緩令本集團的批發及零售業務亦難免受到影響。
本集團的中國業務卻得到穩定的增長。隨著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行，我們展
望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為本集團帶來各種商機。我們欣然宣佈截至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手頭合約大幅上升至 215,0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145,000,000港元），其中35%為國內項目（二零零八年：7%）。我們繼續為大型
項目供應產品，除了參與供應上海陸家嘴發展項目外，在本港的住宅項目還有
壹號雲頂、譽‧港灣、葡萄園二期。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手頭合約價值達215,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145,000,000港元）。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在不斷擴展業務及提升銷售額之餘，仍維持審慎之財務管理政策，流動
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 3.18（二零零八年：2.35）及2.03（二零零八年：1.61），而於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則為 39,1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51,7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總
額相對負債總額與股東股本總和之比率）降至 29%（二零零八年：39%）。本集團
之計息借貸為 44,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2,700,000港元），其中包括入口信託
收據貸款等貿易融資。

本集團就進口產品採取審慎之對沖政策以消除外匯風險。借款及現金結餘主
要以港元為單位，故此方面之外匯風險微不足道。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的員工人數上升至147名（二零零八年：143
名），彼等盡忠職守，為集團的業務成就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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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將會擴大於中國市場的發展規模，如提供高增值服務以抓緊中國經濟
蓬勃發展帶來的機遇。本集團於中國除了提供建築五金、衛浴及廚房設備外，
還開始向上海商用樓宇及酒店客戶提供產品安裝服務。本集團展望中國項目
會帶來可觀收入來源。

董事退任及委任

本公司其中一名執行董事謝新龍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結束時退任。謝先生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並無任何其他有關
彼退任的事宜需知會本公司股東。董事會謹此對謝先生在任董事期間對本公
司作出的寶貴貢獻深表謝意。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本公司委任謝漢傑先生為執行董事。謝先生將於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惟彼合乎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企業管治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致力達至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妥善保障及提升其股東
利益。

企業管治報告書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內。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
偏離則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固定任期。現時，非執行董事之委
任並無固定任期，此舉構成對守則條文A.4.1之偏離。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章程
細則，彼等須於各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
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會較守則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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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別查
詢，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務常規，並討論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全年賬目）。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61,102  395,285
銷售成本  (221,973 ) (244,378 )    

毛利  139,129  150,907

其他收益  2,330  2,2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75,983 ) (73,740 )
行政開支  (32,368 ) (32,604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676 ) 998
物業重估減值  (112 ) －
財務費用  (1,758 ) (1,917 ) 2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30,562  45,876
所得稅開支 4 (5,556 ) (8,063 )    

年度溢利  25,006  37,813    

股息 5 8,085  15,500    

每股基本溢利 6 10.8港仙  16.4港仙 *    

*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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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 45,734  40,05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0,534  －
遞延稅項資產  1,627  1,626    

  77,895  41,680    
流動資產
存貨  73,469  80,9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90,720  123,210
衍生金融工具  322  998
現金及現金等值  39,110  51,665    

  203,621  256,8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0,579  45,064
有息借貸 8 30,032  60,644
稅項撥備  3,501  3,655    

  64,112  109,363    

流動資產淨值  139,509  147,4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7,404  189,139    

非流動負債
有息借貸  14,820  2,105
遞延稅項負債  3,853  3,685    

  18,673  5,790    

資產淨值  198,731  183,3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3,100  21,000
儲備  175,631  162,349    

權益總額  198,731  18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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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整體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所有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
製。本財務報表亦符合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對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的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撥資規定
及其相互關係外，本財務報表採納與去年一致之會計政策編製。採納該等修訂及詮釋不
會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將香港業務納入兩個主要業務分部：

批發 進口及向批發商、傳統五金店舖、承辦商及物業發展商批發建築五金、衛浴、
廚房設備及家具。

零售 透過本集團之零售店舖銷售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家具。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分部收益
批發 314,580  350,332
零售 84,095  85,639
分部抵銷 (37,573 ) (40,686 )   

收益合計 361,102  395,285

銷售成本
批發  (218,120 ) (243,857 )
零售 (41,426 ) (41,207 )
分部抵銷 37,573  40,686   

銷售成本合計 (221,973 ) (244,378)

毛利
批發 96,460  106,475
零售 42,669  44,432   

毛利合計 139,129  150,907

其他成本、扣減其他收益
批發 (73,044 ) (72,294 )
零售 (33,765 ) (30,820 )   

其他成本、扣減其他收益合計 (106,809 ) (103,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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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經營溢利
批發 23,416  34,181
零售 8,904  13,612   

溢利合計 32,320  47,793

財務費用
批發 (1,426 ) (1,917 )
零售 (332 ) －   

財務費用合計 (1,758 ) (1,917 )   

除所得稅前溢利合計 30,562  45,876

所得稅開支
批發  (3,778 ) (6,347 )
零售 (1,491 ) (909 )
未分類 (287 ) (807 )   

所得稅開支合計 (5,556 ) (8,063 )

年度溢利 25,006  37,813   

資本性支出
批發 657  304
零售 3,512  6,630
未分類 34,948  －   

資本性支出合計 39,117  6,934   

折舊
批發 1,565  2,199
零售 3,702  3,045
未分類 911  156   

折舊合計 6,178  5,400   

分部資產
批發 179,854  236,617
零售 19,431  21,480
未分類 82,231  40,405   

資產合計 281,516  298,502   

分部負債
批發 28,483  50,092
零售 1,742  181
未分類 52,560  64,880   

負債合計 82,785  115,153   

 198,731  183,349   

由於香港以外市場所佔本集團綜合營業額以及總資產及負債不足10%，因此並無呈列地
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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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6,17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400,000港
元）、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62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及包括董事薪酬之員工成本
39,45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8,861,000港元）後列賬。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八年︰17.5%）之稅率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5,422  6,947
－往年撥備不足 －  85
中國企業年度所得稅 186  224   
 5,608  7,256

遞延稅項 (52 ) 807   

 5,556  8,063   

5.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八年：2.5港仙） 2,310  5,00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零八年：5港仙）（附註） 5,775  10,500   

 8,085  15,500   

附註：  董事會就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分別名列本公司於開曼群島或
香港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登記分冊（統稱為「股東名冊」）之股東議決建議派
發：

末期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2.5港仙（二零零八
年：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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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年度本集團溢利25,00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7,813,000港元）及本
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231,000,000股（二零零八年：231,000,000股，重列）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並無潛在普通股，故並無披露
每股攤薄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而言，該兩年之普通股數目已就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所批准發行紅股作出調整。

 港仙

未經調整之數值 18.0
發行紅股之調整 (1.6 ) 

重列數值 16.4 

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詳情載列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67,815  97,212
減：呆賬撥備 (1,014 ) (899 )   

 66,801  96,31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3,919  26,897   

 90,720  123,210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7,393  61,130
31至60日 13,070  9,280
61至90日 9,811  5,633
超過90日 26,527  20,270   

 66,801  96,313   

本集團之銷售信貸期大部分為30至90日，其中部分客戶的信貸期延長至最多120日，其餘
超過90日者則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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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6,641  30,53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3,938  14,532   

 30,579  45,064   

包括在本集團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內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2,663  23,072

31至60日 1,848  3,776

61至90日 920  2,823
超過90日 1,210  861   

 16,641  30,532   

或然負債

(a) 二零零一年八月，本公司之一家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起訴一名客戶（「被
告」），就銷售及交付予被告之貨品追討約5,333,000港元。被告於二零零一
年九月就指稱違反與該附屬公司訂立之供應協議指稱產生之損失及損害
向該附屬公司提出追討約6,148,000港元之反申索。此訴訟尚在交換專家報
告階段，本公司董事根據所獲獨立法律意見，認為該附屬公司就被告之反
申索勝數甚高，因此並無就反申索所追討金額於本集團賬目內作出撥備。

(b)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若干附屬公司動用銀行融資向若
干銀行所作公司擔保約為 45,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3,000,000港元）。

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均富會計師行（「核數師」）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數據與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
用準則，核數師就此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核證聘用，因此核數師並不對初步業
績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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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辨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獲派發末期股息，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至本公
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並無於年度內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度內概
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刊發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佈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ebon.com.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謝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共有九名董事，其中六名為執行董事，分別為謝新法先
生、謝新寶先生、劉紹新先生、易啟宗先生、馮焯衡先生及謝漢傑先生，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