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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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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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KP

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布

摘要

• 專業產品表現仍然強勁；銷售額上升��.�%

• 全新「文書處理網絡」服務銷售額增長��.�%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仙

綜合損益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349,495  ��0,���

銷售成本  (231,308 ) (���,��� )    

溢利總額  118,187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32,203  ��,���
銷售及分銷費用  (57,676 ) (��,��� )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22,358 ) (�,��� )
行政開支  (44,952 ) (��,��� )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11  (��� )    

除稅前溢利 � 25,415  ��,���
所得稅開支 � (3,126 ) (�,��� )    

本年度溢利  22,289  ��,�0�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22,518  ��,���
 非控股權益  (229 ) �,���    

  22,289  ��,�0�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1.93港仙  �.��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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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22,289  ��,�0�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1,020 ) (� )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1,020 ) (� )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1,269  ��,���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21,498  ��,���
 非控股權益 (229 ) �,���    

 21,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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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0��年�月��日
  2011年  �0�0年  �00�年
  3月31日  �月��日  �月�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397  ��,���  ��,0��
投資物業  152,950  ���,��0  ��0,���
商譽  35,878  ��,���  ��,���
租賃按金  5,661  �,���  �,���
遞延稅項資產  3,636  �,0��  �,��0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4,522  ���,�0�  ���,���      

流動資產
存貨  60,141  ��,���  ��,���
應收賬項及票據 � 12,934  �,���  ��,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21,169  ��,�0�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126,174  ���,���  ���,�0�
可收回稅項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82,482  ���,���  ��0,���      

流動資產總額  802,900  ���,0��  ���,���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 22,278  ��,���  ��,���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72,698  ��,���  ��,���
應付稅項  1,609  �0�  –      

流動負債總額  96,585  ��,���  ��,��0      

流動資產淨值  706,315  ���,�0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0,837  ���,�0�  ���,���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9,492  ��,��0  ��,���
遞延稅項負債  17,470  ��,���  ��,�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962  ��,���  ��,���      

資產淨值  903,875  ���,���  ���,���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6,383  ���,���  ���,���
儲備  742,725  ���,���  ���,���
擬派末期股息 � 23,276  ��,���  –
擬派末期特別股息 � 11,638  ��,���  ��,���      

  894,022  ���,���  ���,�0�
非控股權益  9,853  �0,0��  ��,���      

總權益  903,8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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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
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
 第�號之修訂  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集團之現金
 第�號之修訂  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合併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分類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
  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委員會）－詮釋第��號
列入於�00�年�0月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營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控股權益之修訂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之修訂
�00�年香港財務報告 於�00�年�月頒佈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準則之改進
香港詮釋第�號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約租期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
  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00�年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所包含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香港詮釋
第�號（於�00�年��月修訂）及香港詮釋第�號進一步闡釋外，採納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於�00�年�月頒佈之�0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修
訂。各項準則均設有過渡條文。儘管採納部分修訂會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此等修訂
對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與本集團最相關之主要修訂詳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現金流動表：規定僅導致於財務狀況表內確認資產之開支方
可分類為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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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特定指引。因此，土地租
賃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一般指引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

香港詮釋第�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期限之修訂乃根據�00�年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賃之修訂而修改。按照此項修訂，香港詮
釋第�號之範圍擴至涵蓋所有土地租賃，其中包括被分類為融資租賃者。因此，
該詮釋適用於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0號列賬之所有物業租賃。

本集團於採用該等修訂後已重新評估先前歸類為經營租賃之香港及中國內地租
賃。由於有關香港租賃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均已轉讓予本集團，香港之租賃
已由「預付土地租金」項下之經營租賃，重新歸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之
融資租賃。相應攤銷亦已重新歸入折舊。位於中國內地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無法
可靠地於土地及樓宇之間作出分配，故全部租金於租賃土地及樓宇成本內入賬
列作融資租賃。

上述變動影響概述如下：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月��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預付土地租金之攤銷減少  (209 )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209  �0�    

  –  –
    

於�月��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預付土地租賃款減少，淨額  (2,644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淨額  2,644  �,���    

  –  –
    

於�00�年�月�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預付土地租賃款減少，淨額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淨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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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追溯應用該等修訂導致重列若干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於�00�年�月�日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以及受修訂影響之相關附註已於本財務報表呈列。

(b) 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表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詮釋第�號規定載有賦予貸款人無條件權利要求隨時歸還貸款條款之貸款協議所
涉貸款須由借款人於財務狀況表內歸類為流動項目。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按要求償還
貸款列為非流動項目，故採納該詮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2.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i)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及折扣）；及(ii)提供菲林
沖曬、照相沖印服務及攝影及沖印產品之技術服務之收入。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產品銷售 237,714  ���,���
菲林沖曬、照相沖印及技術服務收入 111,781  ���,���   

 349,495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4,232  �,���
租金收入總值（附註�） 7,568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收益（附註�） 3,966  ��,�0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2,385  �,�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
補貼收入 2,681  –
其他 1,371  ���   

 32,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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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2011年  �0�0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銷售存貨成本**  176,001  ���,��0
提供服務成本**  55,141  ��,���
核數師酬金  1,038  ��0
折舊  10,571  ��,0�0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36,55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83 ) ��
存貨撥備╱（回撥）**  166  (�,0�� )
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回撥，淨額*  (11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項目減值*  –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3,966  ��,�0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52,746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315  �,���
 長期服務金回撥  (364 ) (�,��� )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1,951  ��0    

  54,697  �0,���    

租金收入總值 � (7,568 ) (�,��� )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452  ���    

租金收入淨值  (7,116 ) (�,��� )    

匯兌差額，淨額  (462 ) ���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一欄內列賬。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一欄內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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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根據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0�0年：��.�%）計提撥
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地區現行稅率計算。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本年－香港
  年內計提 1,252  �,���
  往年超額撥備 (319 ) (�� )
 本年－中國內地 635  ���    

 1,568  �,���
遞延稅項  1,558  �,��0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3,126  �,���
    

使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地區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之適用稅項開支，與
按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之對賬，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對賬如下：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0��年

除稅前溢利 ��,���  �,���  ��,���
      

法定稅率 ��.�%  ��%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  �,���  �,��0
就過往期間當期稅項之調整 (��� ) –  (��� )
就過往期間遞延稅項之調整 (�,��� ) �,���  (��� )
免繳稅收入 (�,��� ) (��� ) (�,��� )
不可扣稅支出 ���  �,���  �,���
未確認稅項虧損 �,���  �0�  �,���
抵銷過往期間產生之稅項虧損 (�,��� ) –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抵免）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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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0�0年

除稅前溢利  ��,0��  �,�00  ��,���
      

法定稅率  ��.�%  ��%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  �,0��  �,���
就過往期間當期稅項之調整  (�� ) –  (�� )
就過往期間遞延稅項之調整  ���  �,���  �,���
免繳稅收入  (�,��� ) (��0 ) (�,��� )
不可扣稅支出  ���  ��0  �,���
未確認稅項虧損  (�� ) –  (�� )
抵銷過往期間產生之稅項虧損  (�,��� ) –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  �,���  �,���
      

5. 股息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無（�0�0年：每股普通股港幣�仙）  –  ��,���
中期特別－每股普通股港幣�仙（�0�0年：港幣�.�仙）  23,276  ��,���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仙（�0�0年：港幣�.�仙）  23,276  ��,���
擬派末期特別－每股普通股港幣�仙
 （�0�0年：港幣�仙）  11,638  ��,���    

  58,190  ��,��0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須待本公司之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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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元   港幣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普通股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2,518,000  ��,���,000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3,828,377  �,���,���,���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0��年及�0�0年�月��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
未就該等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攤薄調整。

7. 應收賬項及票據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項及票據  128,330  ���,���
減值  (115,396 ) (���,��� )    

  12,934  �,���
    

本集團與顧客之交易主要以現金或賒賬方式進行。就賒賬銷售而言，顧客通常須於發票發
出後�0日內結賬，但部份長期顧客的賬期可延長至��0日。每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並
由高級管理層預先批准。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償還之應收賬款，並設有信貸控制部門以
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視逾期賬款。鑑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之應收賬
項與多位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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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逾期日計算，以下為扣除減值後應收賬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個月  12,934  �,���
�至�個月  –  �    

  12,934  �,���
    

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月�日  115,354  ���,���
列作無法收回之撇銷款項  (129 ) (��,00� )
減值虧損回撥  (11 ) (�� )
匯兌調整  182  –    

於�月��日  115,396  ���,���
    

以上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撥備包括就撥備前賬面值港幣���,���,000元（�0�0年：港幣
���,���,000元）之個別應收賬項作出減值撥備港幣���,���,000元（�0�0年：港幣���,���,000
元）。該等個別出現減值之應收賬項及票據涉及陷入財政困境或違約或拖欠還款之客戶。本
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提升信貸措施。

被視為未減值之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非逾期或減值  9,827  �,0��
逾期少於�個月  2,990  �,���
逾期�個月或以上  117  ���    

  12,934  �,���
    

並非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賬項與大量不同背景之客戶有關，而彼等近期並無欠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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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
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該等
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公司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提升信貸措
施。本集團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8. 應付賬項及票據

根據購買貨品及提供服務之日期計算，應付賬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個月  22,240  ��,���
�個月以上  38  ���    

  22,278  ��,���
   

本集團之應付賬項及票據為免息，且通常須於�0日期限內繳訖。本集團應付賬項及票據之
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業務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 237,714  ���,���  111,781  ���,���  –  –  –  –  –  –  349,495  ��0,���
 部門間之銷售 29,215  ��,���  3,425  �,���  –  –  –  –  (32,640 ) (��,���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681  –  –  –  24,121  ��,���  1,169  ���  –  –  27,971  ��,�0�                       

 總計 269,610  ���,��0  115,206  ���,�0�  24,121  ��,���  1,169  ���  (32,640 ) (��,��� ) 377,466  ���,���
                       

分類業績 9,485  �0,���  (2,362 ) �,�0�  12,011  �0,�0�  2,049  (�,��� ) –  –  21,183  ��,�0�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4,232  �,���                       

除稅前溢利                     25,415  ��,���
稅項                     (3,126 ) (�,��� )                       

本年度溢利                     22,2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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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96,458  ��,���  44,868  ��,���  281,664  �0�,���  18,314  ��,���  441,304  ���,���
未分配資產                 586,118  ���,���                   

總資產                 1,027,422  �,0��,���
                   

分類負債 67,169  ��,���  5,642  �,���  10,729  �,��0  20,928  ��,0��  104,468  ��,���
未分配負債                 19,079  ��,���                   

總負債                 123,547  �0�,�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2,982  �,���  4,605  �,���  –  –  2,984  �,���  10,571  ��,0�0
 資本開支* 3,604  ���  3,614  �,���  –  –  368  ��  7,586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  –  –  (12,385 ) (�,�0� ) –  –  (12,385 ) (�,�0� )
 應收賬項及票據
  減值回撥，淨額 (11 ) (�� ) –  –  –  –  –  –  (11 ) (�� )
 存貨撥備╱（回撥） 166  (�,0�� ) –  –  –  –  –  –  166  (�,0�� )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b) 地區資料

 集團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香港  349,495  ��0,���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呈列。

  2011年  �0�0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香港  114,357  ���,���
中國內地  106,529  ��,���    

  220,886  ��0,���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所在地區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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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約港幣��,���,�00元（�0�0年：港幣��,���,000元）之收益來自產品銷售分類向單一客戶
銷售。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及溢利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合共港幣�.��億元，較�0�0年上升
�.�%。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00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仙。擬派末期股息每股
港幣�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仙。

產品銷售

攝影產品

即影即有產品縱然繼續深受年輕一族喜好，但因供應商不時貨源短缺，使集團未能滿足
該等產品需求，即影即有產品於本年度之銷售因而下跌��.�%。

數碼產品銷售額上升�0%，主要是本年度陸續推出的新型號數碼相機帶動。創新型號
FinePix REAL �D相機自推出以來銷情一直理想。

由於越來越多用家於重要場合使用專業攝影器材，故專業產品之銷售亦持續增長，於本
年度銷售上升��.�%。

護膚產品

於�0�0年�月在中環開設第一間「Fujifilm Beauty」旗艦店後，集團繼續於優質的戰略地點
開設更多護膚品店舖，銷售額表現滿意。集團亦於�0��年�月推出線上訂購服務，讓客戶
可安坐家中選購，並可選擇於任何一間「Fujifilm Beauty」分店或快圖美分店取貨。

「Fujifilm Beauty」之眾多護膚產品主要由ASTALIFT美容系列組成，並因獲取多個獎項和
殊榮而迅速普及。同時，骨膠原飲品Collagen �0000亦因其骨膠原含量高於香港同類產品
而聲名大噪。

沖印及技術服務

數碼相片打印業務持續縮減，沖印服務營業額稍為下跌，較去年減少�%；集團於本年度
合共處理�,��0萬張，較去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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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快趣印」個人化禮品業務持續為集團帶來理想收入，其銷售於年內保持穩
定。其中，Fotobook銷售上升�.�%。此外，全新「文書處理網絡」服務於�0�0年�月全面推
出，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提供類似服務系列時上升��.�%。

品牌管理

集團的實力和市場領導地位，有賴集團的品牌收購和管理策略。年內，多款性能出眾的
新型FinePix相機面市，集團致力提升該等產品的知名度，突出其卓越品質及所獲獎項。
一連串電視廣告於香港多個頻道播放，包括高清翡翠台、J�、有線電視及now TV，並配
合報刊宣傳及在多個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戶外廣告牌。集團亦特別透過廣告牌及其他渠道
推廣高端相機FinePix X�00，期望可在來年帶動數碼相機的銷售額上升。

為強化集團作為個人化影像禮品專門店的形像，集團充分利用聖誕旺季，以月曆和聖誕
卡為主打，為「快趣印」及Fotobook進行一系列推廣活動。集團更為Fotobook用家設立全
新網站www.fotobook.com.hk，使Fotobook用家於材料選擇、構想及線上禮品選擇方面帶
來更多新意念，令線上訂購月曆數量亦因而較去年上升���.�%。另外，快圖美會員銷售
額佔影像禮品之總銷售額��.�%，會員總數超逾�00,000人，其中��0,000人為活躍會員。

集團投入大量資源在香港推出全新護膚系列並提升其產品知名度，其中包括在媒體、戶
外、港鐵及購物中心投放大量廣告。集團更為特選的「Fujifilm Beauty」店舖作出多項銷售
推廣，例如郵寄宣傳單張、iPhone應用程式下載及設立「Fujifilm Beauty」會員網站，讓會
員購物時可以即時賺取積分換領各式各樣的禮品。

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本集團於�0��年�月��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港幣�.��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年結錄得之貿易應收賬項為港幣�,�00萬元，存貨
則為港幣�,000萬元。

展望

集團預計來年業務發展將更為理想。集團新推出的護膚品系列已為集團拓展了新的業務
領域，集團有信心該系列將成為集團高速增長業務之一。同時，集團的產品銷售、沖印
及技術服務等傳統業務表現平穩，為集團未來發展奠定堅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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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繼續憑藉其強大優勢於香港同業穩守領導地位。然而，集團預計未來一年將充滿挑
戰，例如急速飆升的物業價格及租金，與及已經實施的最低工資條例。為應對上述成本
的增加，集團將推行一系列新措施，以期多方面減低開支、提高效率，同時進一步促進
新業務發展。

集團預期FinePix X�00這款旗艦機型可在來年帶動集團數碼相機的銷售額大幅上升。集團
亦正陸續推出多款高質量的相機，預期將大受歡迎。

集團的影像禮品業務潛力豐厚，集團將作更廣泛的宣傳推廣以刺激銷量。「文書處理網
絡」服務仍深具潛力，集團來年將繼續大力拓展此服務。集團亦擬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向
iPhones、Windows phones及Android phones用戶推廣流動文書處理方案，令「文書處理網
絡」晉身成為名符其實的網絡流動服務。

本年度集團將整合其所有網上產品及服務，建立統一的網上平台，發展富士品牌概念
店，為客戶帶來方便的一站式網上購物及換領禮品體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0��年�月��日（星期五）舉行。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0��年�月�0日（星期三）至�0��年�月��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大會投
票，所有股份過戶相關股票必須於�0��年�月�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至本公
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及辦理股份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

擬派末期股息及擬派末期特別股息須於股東週年大會獲股東批准。收取擬派末期股息及
擬派末期特別股息權利之記錄日期為�0��年�月��日辦理。為釐定股東收取擬派末期股息
及擬派末期特別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0��年�月��日（星期四）及�0��年�月��日（星期
五）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及擬派末
期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0��年�月��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達至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進行登記，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將於�0��年�月�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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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依據上市規則第�.��條，本公司已正式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合共包括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認為上述財務報表
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妥善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0��年�月��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照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

(�)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區分。孫大倫博士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董事會相
信讓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帶來強而貫徹的領導，並有力及有效
率地策劃及執行商業決定及策略；及

(�) 非執行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且無特定任期，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輪值告退。

有關企業管治之全面詳情載於本公司�0��年之年報。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主席為孫大倫博士、董事會副主席為孫道弘先生、執行董事為鄧
國棠先生及吳玉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文中先生、李家暉先生、劉暉先生及黃子
欣博士。

代表董事會
孫大倫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0��年�月��日

http://www.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