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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旺城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89）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初步公佈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226,544 233,571
銷售成本 (219,854) (221,933)

毛利 6,690 11,638
其他收入 11,790 6,717
銷售與分銷開支 (15,417) (17,388)
行政開支 (39,176) (44,920)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5 (4,192) (7,451)
就無形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 5 (48,381) (6,689)
就計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商譽確認之
減值虧損 11 － (9,798)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撥備撥回（確認） 11 5,063 (39,713)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11 1,367 －
融資成本 6 (8,237) (7,32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2,563)

除稅前虧損 (90,493) (117,496)
稅項 7 1,947 950

年度虧損 8 (88,546) (116,546)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8,546) (116,546)
少數股東權益 － －

(88,546) (116,546)

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10 22.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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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401 135,740
預付租賃款項 950 680
無形資產 2,679 12,40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 －

135,030 148,827

流動資產
存貨 19,308 28,970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89,404 86,270
按金及預付款項 41,094 21,020
預付租賃款項 121 21
銀行結餘及現金 28,215 17,460

178,142 153,7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73,894 72,043
按金及應計費用 4,582 4,857
銀行借款 119,997 134,670
應付董事款項 － 3,671
應付稅項 － 2,701

198,473 217,942

流動負債淨值 (20,331) (64,2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4,699 84,6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9,497 37,464
儲備 35,361 41,662

總股權 84,858 79,126

非流動負債
應付－名董事款項 19,162 －
其他借款 10,679 5,500

29,841 5,500

114,699 8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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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 20,331,000港元。由於考慮到現有銀行
融資及股東貸款，董事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足資金以應付其流動營運資金需求，故此綜合財務報表
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取得股東貸款 27,500,000港元（將於二零一零年償還）以及銀行融資 7,700,000港
元（將於二零零九年償還）。此外，本集團已獲另一家銀行發出意向書，表示該銀行將授出銀行融
資 22,000,000港元。董事認為，股東貸款及可供動用銀行融資將提供充裕資金，以供本集團於其財務
責任到期時悉數應付該等財務責任。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於二零零七年一
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事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於極度通貨膨賬經濟
－詮釋第 7號 使用重列方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範圍
－詮釋第 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附帶衍生工具
－詮釋第 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 10號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編製及呈列本年度或過往年度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因此無須作出過往年度調整。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披露要求。若干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要求於過住年度呈列之資料已被取消，而相關可資比較資料則首次於本年度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要求呈列。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3

－詮釋第 11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4

－詮釋第 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5

－詮釋第 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
－詮釋第 14號 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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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首個
年度報告期間開始之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
司之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政策，倘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之日或之後不失去控制權，則有關變
動以權益交易入賬。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基準及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
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內容。

4. 分類資料

地域分類

本集團從事製造及分銷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業務。產品性質、生產過程及產品分銷予不
同地區客戶時所使用之方法相若。董事認為，本集團風險及收益之主要來源可按客戶所在地區劃
分。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料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歐洲
德國 3,734 42,821
其他歐洲國家 189,675 152,177

總計 193,409 194,998
澳洲 4,814 27,493
北美及其他各洲 28,321 11,080

總計 226,544 233,571

分類業績

歐洲
德國 347 (17,219)
其他歐洲國家 5,812 7,832

總計 6,159 (9,387)
澳洲 (621) (87)
北美及其他各洲 1,152 282

總計 6,690 (9,192)
未分配企業收入 18,220 6,71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7,166) (105,129)
融資成本 (8,237) (7,329)
攤佔一家聯管公司虧損 － (2,563)

除稅前虧損 (90,493) (117,496)
稅項 1,947 950

年度虧損 (88,546) (11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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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歐洲
德國 － 9,260

其他歐洲國家 60,999 17,835

總計 60,999 27,095

澳洲 － 2,633
北美及其他各洲 21,296 30,058

分類資產 82,295 59,786

未分配資產 230,877 242,782

313,172 302,568

分類負債

歐洲
德國 － 4,210

其他歐洲國家 11,063 11,980

總計 11,063 16,190
澳洲 － 4

北美及其他各洲 88 529

分類負債 11,151 16,723

未分配負債 217,163 206,719

228,314 223,442

其他資料：

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3,247,000港元主要來自位於其他歐洲國家之客戶。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20,830,000港元之撥備金額與應收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貿易賬款有關，該公司位於德國。

由於董事認為並無適當基準以按客戶地點分配資本開支、折舊與攤銷及其他非現金開支，故此並
無披露該兩個年度按客戶地點之資本開支、折舊與攤銷及非現金開支分析。



– 6 –

業務分類

作為次要分類，本公司之組織分為三大業務：銷售電動工具、氣動工具及手動工具。

以下為本集團按業務分類資料：

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電動工具 190,031 198,705
銷售氣動工具 7,172 5,142
銷售手動工具 9,910 10,257
其他產品 19,431 19,467

226,544 233,571

下表為按業務分類分析分類資產賬面值，以及添置無形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價值：

添置無形資產及
分類資產賬面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電動工具 215,571 147,403 46,579 17,178
銷售氣動工具 7,888 9,775 551 807
銷售手動工具 6,939 15,754 － －
其他產品 106 2,191 － －

230,504 175,123 47,130 17,985
未分配 82,668 127,445 383 192

313,172 302,568 47,513 18,177

5.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各項確認減值虧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92 7,451

無形資產
－開發成本 2,465 5,500
－專利、商標、牌照及生產專門知識 8,566 1,189
－獨家供應權 37,350 －

48,381 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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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公司董事審閱本集團資產之賬面值。鑑於目前市況及生產計劃變動，董事識別若干廠房及
機器，董事認為該等廠房及機器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減值。因此，已就該等資產於綜合
收益表中確認 4,192,000港元之減值虧損（二零零六年：7,451,000港元）。

此外，本公司董事已識別若干開發成本、專利、商標、牌照、生產專門知識及獨家供應權由於二零
零七年已停止生產之若干產品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面對財務困難之潛在主要客戶有關而已減
值。因此，年內該等資產之減值虧損總額 48,38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689,000港元）已於綜合收益
表中確認。

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4,867 6,956

其他借款 3,053 373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317 －

8,237 7,329

7. 稅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於過往年度海外所得稅超額撥備 (1,947) －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超額撥備 － (950)

(1,947) (950)

由於所有該等中國附屬公司於年內均錄得稅務虧損，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就中國所得稅作
出撥備。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主席令第 63號頒佈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稅法之實施規例。新稅法及實施規例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改變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由 33%改為 25%。

根據適用於外資企業的稅務條例，本公司若干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
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獲減免 50%所得稅稅款。根據新稅法，此稅務優惠自二
零零八年開始，將於二零一二年屆滿。

根據日期為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之澳門法律 58/99M號，第二節第 12段，本公司附屬公司萬昌（澳
門離岸商業股份）有限公司獲豁免澳門補充稅。概無限制該項豁免期限之有關法例及規例條文，
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就澳門有關所得稅撥備。

由於本集團並無源自香港之任何收入，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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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度虧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605 12,914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2,337 1,837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21 21

董事酬金 1,830 1,666
其他員工成本 11,041 11,928

員工總成本 12,871 13,594

核數師酬金 1,649 1,305

研發費 － 893

應收貿易賬款撥備（計入行政開支） 3,247 －
其他應收賬款撥備（計入行政開支） 320 10,144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11,394 216,164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8,460 5,76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9 －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二零零六年：零）。

10. 每股虧損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乃 根 據 本 年 度 本 公 司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虧 損 88,546,000港 元（二 零 零 六 年：虧 損
116,546,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8,772,000股（二零零六年：374,640,000股）計算。由於
行使潛在普通股將減少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故此計
算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潛在普
通股。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於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12,473

應佔收購後業績及儲備，扣除所收取股息 (2,675)

已確認減值虧損 (9,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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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聯營公司根據其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之摘要財
務資料載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351

流動資產 96,735

流動負債 (101,734)

負債淨額 (4,648)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

營業額 70,419

年度虧損 (5,126)

本年度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563)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指 SBW Technische Gerate GmbH（「 SBW」，一間於德國註冊成立之公司）。該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旺城國際有限公司（「旺城」）直接擁有 50%

權益。該聯營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分銷電動工具。

SBW為本集團之主要電動工具客戶。自二零零七年一月起，SBW拒絕償付應付本集團之未支付金額，
本集團在無選擇下唯有終止向 SBW供應貨品，因此旺城、SBW其他股東與 SBW之間出現爭議及糾紛。
此外，SBW之管理層並不允許本集團查閱 SBW之全部賬冊及記錄，故本集團根據 SBW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管理賬目確認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約 2,563,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七
年一月就糾紛委任一名法律代表。

於審閱 SBW之財務狀況及上述糾紛後，董事相信本集團未能確定可以收回投資成本及應收 SBW之
未收回金額。董事決定就該等應收 SBW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共達 39,713,000港元之所有
未收回金額作出全數撥備。另外，有關於 SBW之投資之商譽減值 9,798,000港元亦已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旺城、SBW及 TIP Technische Industries GmbH（「 TIP」）（ SBW餘下股東）簽訂
和解協議，其主要條款如下：

a. 旺城同意以代價 157,000歐元（相等於 1,367,000港元）向 TIP出售所有於 SBW之股份。

b. SBW同意向旺城償付股東貸款 1,389,000歐元（相等於 15,256,000港元），其中 939,000歐元（相等
於 10,130,000港元）將即時償付，而餘額 450,000歐元（相等於 5,126,000港元）將作為退還貨物（如
有）之保證金。

出售 SBW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完成，而本集團已確認出售 SBW收益 1,367,000港元。年內，撥回
就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作出之撥備 5,063,000港元已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此款項指年內已收
款項 10,130,000港元，並已扣除年內作出之撥備 5,067,000港元。由於並無 SBW的財務資料，本集團並
未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任何應佔的 SBW業績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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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法律代表確認，已根據和解協議將一筆 450,000歐元（相等於 5,126,000港元）之款項存入託管
賬戶。225,000歐元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支付予本集團，其餘 225,000歐元將予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支付。然而，該筆款項須以退貨擔保為條件，方可支付予本集團，故並未於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入賬。

本公司董事繼續向 SBW作出申索，以收回應收 SBW之款項。根據上述事宜，董事已尋求法律意見，
並認為除上述退貸擔保之風險外，並無察悉其他有關此事宜之法律責任或或然事項。

12.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期 20日至 120日。此外，對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且還款記錄良好之
客戶，本集團或會提供更長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7,887 21,804
31至 60日 23,286 18,856
61至 90日 29,724 5,585
91至 120日 4,919 9,552
超過 120日 1,275 1,018

77,091 56,815
減：呆賬撥備 (201) －

應收貿易賬款 76,890 56,815
其他應收賬款 12,514 29,455

89,404 86,270

13.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應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4,834 28,909
31至 60日 4,824 3,622
61至 90日 2,310 4,835
91至 120日 8,948 3,163
超過 120日 7,928 12,310

應付貿易賬款 58,844 52,839
其他應付賬款 15,050 19,204

73,894 7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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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高檔交流及直流電動工具、氣動工具等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回顧期內，
本集團主要受到外部經營環境日趨嚴峻的影響，使總體業績表現未盡理想。但本集團
基於二零零六的基礎上，對外部不利環境研究和準備充分，積極採取了應對措施，致力
提升各方面的營運效率，完善和優化產品品質，實行合理業務提升策略，從而有效收窄
集團的虧損情況，保證集團整體業績持續穩定。

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全年的經營管理較往年更趨進步，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回顧期內，國內的物價和原材料價格繼續保持高漲，使整體製造業的產品成本增加。加
之，中央政府於期內調低出口退稅率，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亦使得集團的盈利受到較大
損失。但是，本集團在回顧期內，能夠及時根據形勢調整企業發展戰略，適當放緩集團
擴張的進程，同時，不斷拓展國外銷售市場，從而充分減小和轉移外界不利的客觀條件
所造成的影響，保持了集團的穩定發展。

為提升企業競爭力，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積極提升產品的檔次，成功實現部分產品轉型，
增加生產高檔次產品，提升集團的盈利能力。同時，集團產品的範圍亦不斷拓展，電動
及氣動工具新品開發方面有望在今後數年擴大集團銷售，進一步提升集團的盈利能力。

回顧期內，雖然外部環境嚴峻，但本集團的市場拓展仍取得了可喜的發展，客戶數目繼
續保持增長，其中與國際知名工具品牌的合作更是取得突破性進展，重點客戶的訂單
不斷增加並且將延續至今後幾年，國際知名連鎖店的拓展也取得重大進展，除二零零
七年已陸續下單出貨外，更在回顧期內洽談成功今後兩年的合作及出貨計畫。目前集
團主要客戶包括Bosch/Skil、Leroy Merlin、Orgill、Casterama、Kinfisher、Birgma、Lowe's、Truper
等全球知名的連鎖店經營商及歐美各地主要電動及氣動工具分銷商。隨著集團新產品
的不斷加入及高檔產品的出現，預計未來與各主要客戶合作專案將會不斷增加，同時
亦將吸引更多品牌客戶進行合作。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所受內部因素影響，即德國的聯營公司方面的業務發展影響至集團
整體市場拓展，此問題在回顧期內得已解決，集團與德國聯營公司業已簽訂和解協定，
並收取 100萬歐元之款項。此後，德國聯營公司已完全剝離集團，不會再對集團帶來負面
的影響。困擾集團一段時間的內部問題，得已圓滿解決，這為未來集團發展清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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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二 零零 七年 十 二月三 十 一日 止年 度，集團 的 營業額 及 股東 應佔 虧 損分別 約 為
226,54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33,571,000港元）和 88,54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6,546,000
港元）。回顧期內，電動工具業務仍然為主要收入來源，佔整體營業額的 84%，氣動工具、
手動工具及其他產品則佔 3%和 13%（二零零六年：電動工具 85%，氣動工具 2%及其他
13%）。

回顧年度內，集團繼續採取穩健的業務發展策略，以減少外部經營環境對本集團的影
響。回顧期內，集團合理調整產品生產和開發策略，主力生產抗風險能力較高的中高檔
產品，並將低檔產品外判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二零零七年，自行生產的比例維持於
35%，外判生產的比例維持於 65%（二零零六年：比例分別是 39%及 61%）。

面對嚴峻的外部環境和激烈的市場競爭，集團年內還加大了研發及實驗中心的投入，
加強對技術、工程人員的培訓及技術交流，採取了多項得力措施，致使集團整體開發能
力得以提升。

回顧期內，國內勞動用工法律做出較大調整，用工更加嚴格，但因本集團一直恪守國家
法律，並充分尊重員工權益，積極提升員工福利，故而此項對本集團未形成影響，相反
促進集團員工更趨穩定。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盈利分析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營業額約為 226,544,000港元，較
二零零六年全年減少 3%，二零零七年股東應佔虧損約為 88,54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116,546,000港元）。

營業額及溢利減少，主要是由於德國之銷售下跌 39,087,000港元，然而，本集團有力將歐
洲客戶銷售增加 37,498,000港元。毛利維持在低水平是因為原材料價格繼續保持高漲、人
民幣匯價上升以及存貨減值所致。於回顧年內，存貨減值虧損 8,460,000港元及無形資產
減值虧損 48,381,000港元。

營業額以產品及地區劃分

以產品計，電動工具仍是本集團最大的收入來源。二零零七年度，電動工具、氣動工具
及手動工具與其他產品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 84%、 3%及 13%。（二零零六年：電
動工具 85%、氣動工具 2%及手動工具與其他產品 13%）。

以地區劃分，歐洲仍然是本集團最主要的市場。二零零七年，本集團於歐洲、澳洲、北美
及其他市場的營業額分佈為 85:2:13（二零零六年：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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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 年 內，除 了 德 國 市 場 因 與 前 聯 營 公 司 SBW簽 署 和 解 協 議，導 致 德 國 之 銷 售 下
跌 39,087,000港元，其他歐洲市場銷售繼續穩定增長。澳洲及美國市場之銷售亦保持平
穩，佔總營業額之 15%。

毛利及邊際利潤分析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零六年約 11,638,000港元
下跌至約 6,690,000港元。毛利率處於低水平主要是由於全球物價及原材料價格繼續保持
高漲，其中銅、鐵、鋼、鎳等金屬材料漲幅已達過去幾年新高，橡膠及其他材料價格也一
直居高不下。

流動資金資源

於二 零 零七 年十二月 三十 一日，本集團 之手頭 現金為 28,215,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
17,460,000港元。本集團的長期及短期債款合共 149,83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43,841,000
港元）。債務總額比二零零六年年底增加約 5,997,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負債淨額與權益比率（銀行貸款扣減現金後除以股權）為 143%（二零零六年：160%）。

資本開支

二零零七年度，本集團資本開支為約 47,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8,200,000港元），其中
符合 RoHS規定之新設備為 1,4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700,000港元）、開發模具開支為
4,4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200,000港元），另研發開支及牌照費用 3,400,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4,100,000港元）。

本集團在國內之生產基地主要基建項目已完成，在短期內並沒有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興
建廠房。本集團在二零零八年的一般資本開支預計約為 10,000,000港元，其中開發模具為
5,000,000港元，另研發費用及牌照費用 5,000,000港元。

營運資本分析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應收賬款週轉天數為 108天（二零零
六年：85天），應付賬款週轉天數為 93天（二零零六年：95天），而存貨週轉天數為 40天（二
零零六年：54天）

股東結構

年內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權而發行合共 1,330,000股股份，另外，本集團
配售 74,000,000新股予獨立投資者，以及發行 45,000,000股新股為一份獨家供貨建議之代
價。已發行股本總數為 494,970,000股（二零零六年：374,64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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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就其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抵押其賬面淨值約 179,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無）之
樓宇。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零）。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收入及開支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結算，部份為歐元。於回顧年內，人民幣升
值導致本集團之經營成本及原材料成本上升。

僱員福利及培訓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員工約 562名，管理層佔 180名，工程
師佔 118名，而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12,87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3,594,000
港元）。

透過提供各類員工培訓，本集團致力提升員工素質。在回顧年內，本集團為不同職級之
員工每星期舉辦一次內部培訓課程，培訓課程之題材包括包括道德、倫理、語言、技術
及管理技巧。本集團於鑫港之生產廠房亦有舉辦數以百計的在職訓練計劃。

未來展望

未來的外部環境，仍然嚴峻且充滿挑戰與機遇。經過過去數年的穩步發展，本集團將繼
續謀求更大發展。為促進業務持續發展，集團繼續加大市場拓展力度，加強與現有全球
知名品牌客戶和連鎖店的策略性合作關係，將回顧期內已形成協議出貨的計畫轉化為
實際訂單持續出貨，並著力開拓更多客戶，爭取更多訂單，使得集團業績得以改善。

為促進現有重點客戶合作專案衍生更多訂單，滿足中高檔產品市場需要，本集團將繼
續實施產品提升策略，致力提升整體產品檔次，從而有效降低集團的市場風險。上述措
施將可提升集團的市場競爭力。同時，隨外部環境變化及內部產品質素提升，本集團將
採取更為合理和靈活的生產策略，有效擴大自行生產高檔產品的範圍，竭力達到歐盟
的產品標準。面向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新技術，加強市場訊息的調研與收集，
不斷開發，加大創新，集團相信，憑藉產品檔次的不斷提升，集團與世界知名品牌客戶
合作機遇的增加，集團盈利能力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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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集團實驗室將竭力向更高層次－國家級專業實驗室邁進，進一步加大與世
界知名認證公司的緊密合作，吸引更多知名合作夥伴，共同研製開發行業領先之新產
品，從而提升集團的市場競爭力。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在市場拓展、產品檔次、新品開發、產品範圍、管理效率等諸方面不
斷提升，加快現有業務的發展，提升集團的盈利能力。同時，集團亦將繼續提升產品質
素，推動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加強企業革新及透明度，不斷提升經營管理能力，集團
預期二零零八年整體業務表現將會有所改善。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之保留意見報告

以下資料乃節錄自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就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之報告：

保留意見的基礎

如本初步公佈附註 11所解釋，於二零零七年五月， 貴集團訂立一項和解協議以（其中
包括）出售其於一間聯營公司之全部權益及收回向聯營公司提供之股東貸款。出售已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完成，故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確
認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1,367,000港元，以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撥備撥回 5,063,000港元。由於
自二零零七年一月起聯營公司管理層不容許 貴集團全面接觸聯營公司之賬目及記錄，
故 貴集團並未計及其直至出售日期為止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聯營公司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分佔聯營公司虧損約 2,563,000港
元已確認。由於本核數師行未能進行程序以評估該等管理賬目並無重大錯誤陳述，故
本核數師行對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持保留意見。自二零
零七年一月起，在並無任何由聯營公司管理層提供之有關聯營公司財務資料下，本核
數師行未能進行任何程序以評估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之分佔聯
營公司業績、出售聯營公司收益及應收聯營公司金額撥備撥回是否公平地列賬。並無
其他本核數師行可採納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證明上述金額並無重大錯誤陳述。任何發
現須作出之調整均會影響 貴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以及 貴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

因工作範圍受限而產生的保留意見

本核數師行認為，除本核數師行因未能取得有關「保留意見的基礎」一段所述事宜的充
足資料，而可能釐定須作出的該等調整的影響（如有）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
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貴集團的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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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資料

本初步公佈內之財務資料披露事項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 16之規定。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及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作出討論，包括審
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深明其就
編製本公司賬目之責任。

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有關載於初步公佈之內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資產負債表、
綜合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已經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為
本集團之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就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
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
作準則進行之核證，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對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確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之條文。本公司確認，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慧鈺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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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陳慧鈺女士、王曙先生、陳慧華小姐及鄭
維沖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何厚榮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同立先生、許遵訓先生
及洪少倫先生。

載有所有上市規則規定之資料之二零零七年年報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或前後寄
發予股東及於聯交所網站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