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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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AMSON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森 信 紙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1）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業績公佈

森信紙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綜合業績及於該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連同截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年度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9）

收益 2 5,277,933 4,982,417
銷售成本 (4,780,503) (4,518,687)

毛利 497,430 463,730
投資物業及持作銷售非流動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121,300 32,399
其他利潤及收入淨額 27,420 26,995
銷售開支 (185,391) (163,824)
行政開支 (207,797) (197,620)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 (7,662) 17,970

經營盈利 3 245,300 179,650
融資成本 (92,708) (92,235)

除稅前盈利 152,592 87,415
稅項 4 (29,256) (26,916)

年內盈利 123,336 6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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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9）

盈利分佈：
本公司擁有人 114,225 57,196
非控股權益 9,111 3,303

123,336 60,499

每股盈利
基本 5 9.9港仙 4.8港仙

攤薄 9.0港仙 4.5港仙

股息 6 36,921 1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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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盈利 123,336 60,499

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重估土地及樓宇（扣除遞延稅項） — 94,210
從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投資物業時撥回公平值收益之遞延 
稅項 — 5,400

— 99,610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貨幣換算差額 (7,618) (12,282)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37) 118

(8,155) (12,164)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扣除稅項） (8,155) 87,44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15,181 147,945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分佈：
— 本公司擁有人 106,293 144,735
— 非控股權益 8,888 3,21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15,181 14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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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41,074 1,808,574
土地租賃預付地價 166,105 153,876
投資物業 465,300 226,000
無形資產 41,788 46,32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953 5,490
非流動按金及預付款項 5,715 21,403
遞延稅項資產 3,545 7,120

2,528,480 2,268,786

流動資產
存貨 721,431 760,655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 1,998,650 1,950,07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86 726
可收回稅項 913 3,749
有限制銀行存款 218,000 205,8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1,270 287,303

3,351,050 3,208,405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4,373 122,773

3,355,423 3,331,1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571,600 1,394,695
信託收據貸款 752,466 639,453
應付稅項 32,617 26,575
衍生金融工具 293 413
借貸 581,512 950,622

2,938,488 3,011,758

流動資產淨值 416,935 319,4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45,415 2,58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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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7,315 127,315

儲備 1,674,202 1,604,830
擬派末期股息 31,829 11,459

1,706,031 1,616,289

1,833,346 1,743,604
非控股權益 178,887 169,999

總權益 2,012,233 1,913,603

非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23,808 126,702
借貸 813,857 456,382
遞延稅項負債 95,517 91,519

933,182 674,603

2,945,415 2,58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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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而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管理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物業、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作出修改。

 (a)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a)  下列經修訂準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惟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或現時與本集團無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與對沖會計的延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投資實體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註釋第21號 徵費

  (b)  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已經頒佈，但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本集團亦
無提早採納：

由下列日期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 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強制生效
日期及過渡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
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之影響，認為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計劃於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生效時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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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管理層重新審視本集團經營業務並將租賃投資物業識別為本集團主要業務的一
個獨立業務分部。本集團之全球業務分為四大業務分部：

(1) 紙品貿易：紙品貿易及經銷；

(2) 紙品製造：於中國山東的紙品製造；

(3) 物業投資；及

(4) 其他：飛機零件貿易及經銷及提供相關服務，為航海、油氣行業提供海事服務、提供物流服務及零售業
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於該日之分部資料如下：

紙品貿易 紙品製造 物業投資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分部收益 4,278,526 992,101 17,483 171,533 5,459,643
分部間收益 (93,544) (78,338) (2,360) (7,468) (181,710)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184,982 913,763 15,123 164,065 5,277,933

可呈報分部業績 45,921 85,109 135,036 (8,598) 257,468
企業開支 (12,168)

經營盈利 245,300
融資成本 (92,708)

除稅前盈利 152,592
稅項 (29,256)

年內盈利 123,336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7,969 876 — 35 8,88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09 48,345 — 9,547 69,001
土地租賃預付地價攤銷 857 3,597 — 74 4,528
無形資產攤銷 847 49 — 60 956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121,300 — 121,300
資本開支 9,833 108,168 — 12,838 130,839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05,710 2,329,508 467,865 176,048 5,879,131
可收回稅項 913
遞延稅項資產 3,545
企業資產 314

總資產 5,883,903

可呈報分部負債 2,070,963 240,349 2,890 33,497 2,347,699
應付稅項 32,617
遞延稅項負債 95,517
企業負債 1,395,837

總負債 3,87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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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於該日之分部資料重列如下：

紙品貿易 紙品製造 物業投資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9） （附註9） （附註9）

總分部收益 4,288,689 767,634 15,576 153,676 5,225,575

分部間收益 (44,042) (189,997) (2,276) (6,843) (243,158)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244,647 577,637 13,300 146,833 4,982,417

可呈報分部業績 90,090 52,625 44,588 3,088 190,391

企業開支 (10,741)

經營盈利 179,650

融資成本 (92,235)

除稅前盈利 87,415

稅項 (26,916)

年內盈利 60,499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8,170 947 — 17 9,13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26 48,938 — 9,100 68,664

土地租賃預付地價攤銷 864 3,409 — 77 4,350

無形資產攤銷 847 45 — 4 896

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公平值收益 — — 8,000 — 8,00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24,399 — 24,399

資本開支 18,039 87,039 — 8,995 114,073

可呈報分部資產 2,747,638 2,328,190 344,913 168,279 5,589,020

可收回稅項 3,749

遞延稅項資產 7,120

企業資產 75

總資產 5,599,964

可呈報分部負債 1,847,505 277,142 2,178 34,011 2,160,836

應付稅項 26,575

遞延稅項負債 91,519

企業負債 1,407,431

總負債 3,68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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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在以下地區經營，在管理上則以全球為基礎。

本集團
收益 非流動資產1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9）

香港 943,379 929,284 570,403 327,658
中國2 3,900,855 3,432,939 1,882,127 1,854,979
新加坡 116,638 135,752 57,786 62,293
韓國 271,776 402,390 2,539 2,900
馬來西亞 41,527 71,432 12,072 13,825
美國 3,758 10,620 8 11

5,277,933 4,982,417 2,524,935 2,261,666

1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2 就呈列本財務報表而言，中國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3. 經營盈利

經營盈利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4,631,225 4,359,3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001 68,664
土地租賃預付地價攤銷 4,528 4,350
無形資產攤銷 956 896
就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
— 土地及樓宇 29,006 15,944
運輸成本 70,915 81,177
應收款項減值準備 10,193 3,900
員工福利開支 128,263 110,585
核數師酬金 3,320 3,206
匯兌虧損淨額 8,724 —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 153 —

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潤 970 2,662
出售土地租賃預付地價利潤 2,321 —

匯兌收益淨額 — 2,799
衍生金融工具變現及未變現利潤 — 88
撥回存貨準備 13,046 10,782
撥回應收款項準備 1,005 8,717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盈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提撥準備。海外地區之盈利稅項
乃就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根據本集團所經營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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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損益賬支銷之稅項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5,282 4,937

海外稅項 16,667 12,029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準備不足 (911) 66

遞延稅項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8,218 9,884

29,256 26,916

5.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減優先股股息112,50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5,215,000港元），
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41,076,000股（二零一四年：1,141,076,000股）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在兌換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的情況下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
數計算。本公司有一類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優先股。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千港元） 114,225 57,196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141,076 1,141,076
就下列項目作出調整：

— 優先股（千股） 132,065 132,065

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1,273,141 1,273,141

每股攤薄盈利 9.0港仙 4.5港仙

6. 股息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 — 每股普通股0.004港元（二零一四年：0.004港元） 4,564 4,564
中期 — 每股優先股0.004港元（二零一四年：0.004港元） 528 528
擬派末期 — 每股普通股0.025港元（二零一四年：0.009港元） 28,527 10,270
擬派末期 — 每股優先股0.025港元（二零一四年：0.009港元） 3,302 1,189

36,921 16,55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末期股息每股0.025港元。此擬派股息於該等賬目內未反
映為應付股息，惟反映為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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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已扣除準備） 1,241,952 1,226,99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56,698 723,083

1,998,650 1,950,079

以下為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60日 861,724 905,999
61至90日 171,153 166,828
90日以上 209,075 154,169

1,241,952 1,226,996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30至90日之信貸期。

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46,372 1,217,04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036 304,348

1,595,408 1,521,397

減：非即期部分：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808) (126,702)

1,571,600 1,394,695

以下為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60日 947,467 733,272
61至90日 194,865 176,890
90日以上 304,040 306,887

1,446,372 1,217,049

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其中租金收入13,300,000港元已從「其他利潤及收入淨額」
重新分類至「收益」，而相應開支1,111,000港元已從「行政開支」重新分類至「銷售成本」。董事認為，有關重新
分類反映租賃投資物業之主要業務。此等重新分類並不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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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濟概況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除美國外，全球經濟仍然疲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於二零一四年放
緩至7.4%，略低於7.5%之目標，為24年來最低增長水平。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增幅跌至
7.0%，顯示經濟繼續下行。

在香港，經濟溫和增長，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之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2.1%，略低於上一季度
之2.4%增幅。由於全球經濟不景的情況同樣影響中國內地，故出口仍處於疲弱狀態。

紙品業概況

年內，中國經濟不景，供應過剩的壓力持續，大部分品級的紙張及紙板需求未見顯著改善，紙
張及紙板價格大致保持平穩，惟於低位徘徊。市場氣氛仍然審慎，行業持續出現流動資金緊絀
的情況，令市場競爭越趨激烈。行業的利潤及盈利能力仍然受壓。

營運概況

財務表現

於回顧年內，面對市場波動日益加劇等不確定性，本集團以審慎態度採取銷售及採購策略，於
營業額及盈利能力兩者的增長之間取得平衡。與此同時，本集團在中國經濟及出口放緩之際，
密切監視客戶信貸風險。年內，本集團營業額增長5.9%至5,277,933,000港元，創下歷年新高。按
銷量計算，增幅高達14.0%。毛利增加7.3%至497,430,000港元。儘管市況艱難，本集團憑藉紙品
製造分部表現強勁，加上投資物業公平值帶來121,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2,399,000港元）的
重大收益，經抵銷新食品零售業務虧損12,369,000港元後，本公司純利增長103.9%至123,336,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60,499,000港元）。未計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影響及本集團食品零售業務成
立之初步投資及應收賬款減值淨額前，本公司盈利較上年度增加1.3%至23,600,000港元。每股基
本盈利為9.9港仙（二零一四年：4.8港仙）。

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鑒於市場環境波動，本集團擬保留適當水平的現金儲備以加
強營運資金狀況。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有限制銀行存
款）為629,27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43.0%的穩健水平，使本集團能夠維持利息成本低
企於92,700,000港元。於回顧年內，即使本集團的收益有所增長，本集團仍繼續實行嚴謹的信貸
政策，並致力降低存貨水平。儘管經營環境惡化，惟存貨週轉日卻縮短了5日。就呆賬撥備而
言，在計入撥回的撥備1,000,000港元前，呆賬撥備目前佔本集團總收益的0.19%。這進一步顯示
本集團的財務政策有能力抵禦不穩定的市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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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計算，本集團四個經營分部，包括紙品貿易、紙品製造、物業投資及其他業務分別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79.3%、17.3%、0.3%及3.1%。

紙品業務

憑藉遍佈全國的銷售網絡，加上紙品製造分部收益顯著增長，本集團的紙品業務營業額由
4,822,284,000港元上升5.7%至5,098,745,000港元，而銷量則由949,516公噸增加14.0%至1,082,860公
噸。經營盈利下降8.19%至131,030,000港元。

紙品貿易業務方面，在嚴峻經營環境下，本集團營業額輕微下跌1.4%至4,184,982,000港元，乃由
於中國紙廠進取的外貿促銷手法，令本集團其他亞洲國家的對外貿易額收縮，當地銷售亦較疲
弱，但銷量仍上升1.0%。

中國市場仍然為該分部增速較快的地區。為減低信貸風險，市場增長步伐較上年度放緩。儘管
如此，中國市場紙品貿易業務的營業額增加4.7%，至2,982,892,000港元，銷量則上升7.3%。香港
市場是本集團的第二大市場，佔其紙品貿易銷售總額約21.1%，錄得營業額885,030,000港元，較
去年減少2.8%。至於其他亞洲國家的業務，銷售額較去年下跌34.6%至317,061,000港元。面對中
國紙廠試圖消耗國內市場過剩產能而觸發的激烈競爭，韓國辦事處就出口市場獲得的訂單減
少，同時馬來西亞辦事處年內也面臨當地需求減弱。

紙品製造業務方面，年內，該分部成功擴大其於區內之市場佔有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維持
增長勢頭，表現凌厲。該分部的營業額（包括分部間收益）大幅上升29.2%至992,101,000港元，而
銷售噸量則增長37.8%。此成績歸功於銷售及生產策略成功，包括專注廣泛發掘毗鄰紙廠的客
戶，及按客戶需要訂造產品。憑藉產品具競爭力的品質，本紙廠之品牌深受區內客戶歡迎。經
營盈利為85,109,000港元，較去年上升61.7%，而經營盈利率則維持9.3%。

物業投資

為支持本集團業務繼續增長，自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本集團策略性地
提升倉儲設施的效率及盈利能力。透過整合位於香港的倉庫，本集團將其投資物業出租予第三
方並取得額外租金收入，從而產生穩定及經常性收入。與此同時，該等投資物業之價值會於本
集團資產負債表內按公平值反映，因而增強本集團財務狀況。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投資物
業之公平值變動收益為121,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投資物業價值
465,300,000港元。於回顧年內，租金收入為15,123,000港元，而上一年度則為13,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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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

該等業務分部包括飛機零件及服務業務、海事服務業務、食品零售業務及物流業務。

於回顧年內，飛機零件及服務業務以及海事服務業務分別錄得營業額50,687,000港元及65,951,000
港元。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透過其以品牌「FoodWise」經營之食品連鎖店進軍本地食品零售市場。該
食品店以「均衡飲食每一天」(Eat Right, Every Day)理念，致力為客人提供健康優質的食品，並
主要從事一系列有益健康、價格相宜及簡易便利食品的銷售。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於香港經營七間分店，包括若干策略性購物商場。該零售業務分部年於回顧內為本集團貢
獻43,227,000港元營業額，並就該業務之初步投資產生經營虧損12,369,000港元。

前景

在經濟不景之大勢下，紙品行業於來年將持續疲弱。中國制定政策的部門正計劃將二零一五年
定為改革年，犧牲若干增速以換取更優質的增長模式。中國越來越重視環境問題，致力減少污
染。政府收緊環保措施，淘汰市場上大量不合時宜的紙漿及紙品產能。長遠而言，此等措施將
有利紙品行業發展，紓緩產能供應過剩的壓力，日後市場將得以鞏固。面對當前經營環境，就
紙品業務而言，本集團將致力提升盈利能力，不會汲汲追求營業額增長，並會審慎注意客戶之
信貸質素，因為銀行仍然收緊客戶信貸。本集團會繼續透過投資於設備升級及工序重設，以提
高效率及產品質素。

過去數年，整合香港倉庫策略已被證實為提升本集團所持投資物業價值之良策。未來數年，本
集團正計劃整合其中國的現有倉庫，向第三方出租該等物業以賺取額外租金收入以及提升該等
物業之價值。此外，本集團正物色土地興建倉庫以作租賃用途。

相對一年前，食品零售業務更見完備。我們現有海外採購網絡及冷凍儲藏基建已成為FoodWise
快速增長及擴展的兩大動力，並將繼續鞏固本集團之戰略。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食品零售業務
之增長，進一步提升利潤、產生現金及現金流。本集團將進一步投資，對企業資源計劃(ERP)系
統進行升級，建立基礎平台以供門店網絡擴張及發展，豐富及擴大FoodWise業務模式範疇。

本集團繼續物色多元化機會，以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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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一四年：0.9港仙），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股東
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為本公司登記股
東之人士派付。連同中期股息每股0.4港仙（二零一四年：0.4港仙），本財政年度之股息合共每股
2.9港仙（二零一四年：1.3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於該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香港）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148號31樓。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於該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如欲符合資格獲取擬派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香港）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148號31樓。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為1,737人，其中148人駐職香港、1,290人駐職中
國內地及299人駐職其他國家。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主要按當時市場薪金水平、本集團業績及個別
員工工作表現而釐定。本集團定期評估其酬金政策，以確保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僱員薪金及
福利。除薪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表現花紅、教育津貼、公積金及醫療保險。本集團亦為各
職級員工定期進行培訓，包括策略制定、計劃推行、銷售及市場推廣等範疇的培訓。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營運所得現金、供應商提供之賬項信貸及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有抵押及無抵押）
應付短期資金需要。本集團利用業務所得現金流量、長期借貸及股東資金作長期資產及投資之
用。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短期存款及銀行結餘為62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493,000,000港元）（包括有限制銀行存款218,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6,000,000港元）），而銀行
借貸為2,148,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46,000,000港元）。

於擴展期間，本集團繼續實行審慎的財政管理政策，並致力於維持合理的資產負債比率。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43.0%（二零一四年：44.8%），乃以負債淨額
除以總資本計算。負債淨額1,51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553,000,000港元）乃按2,148,0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2,046,000,000港元）之總借貸（包括信託收據貸款、短期及長期借貸、融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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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負債及銀行透支）減62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93,000,000港元）之現金及有限制存款計算。
總資本乃按2,012,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14,000,000港元）之權益加負債淨額計算。流動比
率（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為1.14倍（二零一四年：1.11倍）。

憑藉銀行結餘及其他流動資產3,355,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331,000,000港元），加上可動用
之銀行及貿易融資額，本公司董事（「董事」）相信本集團擁有充足營運資金，以應付其現時之需
要。

外匯風險

本集團交易貨幣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為主。如有需要，本集團將利用外匯合約及期權以減低
匯率浮動的風險。本集團繼續獲得人民幣貸款，這成為對外匯風險之自然對沖。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以人民幣為單位之銀行借貸為340,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96,000,000港元）。
其餘則主要為港元。本集團大部分借貸均附有利息成本，利息乃按浮動利率計算。本集團訂立
利率掉期合約，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利率掉期合約之名義本金額為20,000,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20,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繼續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提供銀行信貸之公司擔保。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附屬公司所動用之銀行貸款為2,13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041,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附屬公司擁有之若干土地、樓宇、投資物業及持作出售之
非流動資產，賬面值總額51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00,000,000港元）抵押予銀行，作為給予
本集團銀行貸款51,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1,000,000港元）及信託收據貸款117,0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78,000,000港元）之抵押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彭永健先生及湯日壯先生及一名非執行
董事劉宏業先生組成。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管。
委員會於向董事會推薦批准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前，曾與本公司之
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外部核數師會晤，以審閱有關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股份。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在對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全年業績所涵蓋之會計期間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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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全年業績所涵蓋之會計期間，本公司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根據本
公司細則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則除外。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盡業績公佈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samsonpaper.com)
刊載本公司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年報，其中載入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即岑傑英先生、李誠仁先生、周永源先生、岑
綺蘭女士及李汝剛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劉宏業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彭永健先
生、湯日壯先生及吳鴻瑞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岑傑英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