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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的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業績概要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收益 4 311,602,789 315,536,882

銷售成本 (305,267,263) (279,024,077)

毛利 6,335,526 36,512,805

其他收入 5 5,727,810 2,954,314

分銷及銷售開支 (8,389,231) (7,660,860)

行政開支 (19,917,785) (11,616,78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5,366,859) —

財務成本 6 (7,582,069) (6,182,271)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192,608) 14,007,200

所得稅開支 7 (585,453) (1,619,195)

年內（虧損）溢利 8 (29,778,061) 12,388,005

股息 9 4,612,903 4,354,839

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 (0.0238) 0.0099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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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3,147,521 79,866,481

　預付租金－非流動部分 3,403,783 3,606,47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2,709,421 3,764,043

　可供出售投資 22,008 22,008

99,282,733 87,259,011

流動資產

　存貨 39,969,755 48,605,6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86,316,301 143,119,493

　預付租金－流動部分 459,233 428,7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8,597,630 13,517,1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56,313 46,782,638

146,199,232 252,453,66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3,975,312 103,281,270

　稅項負債 450,877 392,775

　銀行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 69,096,519 114,663,379

153,522,708 218,337,424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7,323,476) 34,116,24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1,959,257 121,375,252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須於一年後償還 — 3,841,869

91,959,257 117,533,3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129,032 16,129,032

　股份溢價及儲備 75,830,225 101,404,351

91,959,257 117,53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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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年度業績審閱

年度業績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

數據，與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所編製本集團於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進行的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不

會就本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2. 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因應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29,778,061美元的虧損及約

7,323,476美元的流動負債淨額而謹慎考慮本集團日後的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董事現已採取措施改善本集團的流

動資金狀況。本集團正與獨立第三方就本公司可能配售的新股進行磋商。配售計劃不得超逾於上屆股東週年大會

中批准的本集團一般授權的限額。本公司擬配售數額不超過20%的本公司現有普通股。本公司董事計劃於發佈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後的數周內處理配售事宜。在假設配售事項將成功進

行的基礎上，本公司董事信納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於可見未來產生的財務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

持續經營基礎編製。

3. 應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

準則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就惡性通賬經濟的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的重新評估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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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已編製或呈列的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任何

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已追溯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項下的披露規定。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規定於過往年度呈列的若干資料已被移除，基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規

定的有關比較資料已於本年度首次呈列。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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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IFRIC)－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3

香港(IFRIC)－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4

香港(IFRIC)－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5

香港(IFRIC)－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定額利益資產的限額、最低資本規定及相互之

間的關係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開

始之日或以後的業務合併的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母公司於附屬

公司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

重大影響。

4. 分類資料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分為四個經營部分－柔性印刷線路板、硬性印刷線路板、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及硬性印

刷線路板組裝。本集團按該等分部申報其主要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為以下各項的產銷：

－ 柔性印刷線路板（「FPC」）

－ 硬性印刷線路板（「PCB」）

－ 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FPCA」）

－ 硬性印刷線路板組裝（「P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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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印刷線路板 硬性印刷線路板 柔性印刷線路板組裝 硬性印刷線路板組裝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收益

對外銷售 31,428,045 19,146,234 51,967,805 69,970,654 136,695,143 165,563,947 91,511,796 60,856,047 311,602,789 315,536,882

業績

分部業績 (3,434,346 ) 384,500 (3,431,107 ) 2,268,646 10,325,263 24,680,454 (10,880,374 ) 1,518,345 (7,420,564 ) 28,851,945

未分配收入 5,727,810 2,954,314

未分配開支 (19,917,785 ) (11,616,788 )

財務成本 (7,582,069 ) (6,182,271 )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192,608 ) 14,007,200

所得稅開支 (585,453 ) (1,619,195 )

年內（虧損）溢利 (29,778,061 ) 12,388,005

資產

分部資產 45,593,546 82,868,264 53,715,067 73,196,064 76,770,171 67,741,709 45,257,719 54,139,732 221,336,503 277,945,769

未分配資產 24,145,462 61,766,907

綜合資產總額 245,481,965 339,712,676

負債

分部負債 20,862,012 27,542,018 15,984,847 22,150,919 31,684,367 33,076,770 14,976,925 20,389,678 83,508,151 103,159,385

未分配負債 70,014,557 119,019,908

綜合負債總額 153,522,708 222,179,293

其他資料

資本增加 5,610,229 5,110,051 7,686,561 7,441,532 6,487,825 3,366,508 3,759,210 2,772,294 23,543,825 18,690,385

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減值虧損 — — — — — — 5,366,859 — 5,366,859 —

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虧損 — 430,348 4,063,110 314,835 323,602 370,957 1,861,564 254,330 6,248,276 1,370,470

存貨減值虧損 3,297,572 1,419,540 3,759,445 776,599 3,781,010 1,130,540 3,253,834 886,203 14,091,861 4,212,88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折舊以及預付

　租金的攤銷 3,076,327 2,005,103 4,635,707 2,915,756 1,478,448 1,328,990 1,836,751 1,104,290 11,027,233 7,35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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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

下表提供本集團根據地區巿場劃分的銷售額分析（不論貨物來源地）：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中國（包括香港） 254,971,789 271,323,560

美利堅合眾國 15,926,701 12,823,013

東南亞 11,282,847 13,122,542

歐洲 937,159 2,069,854

台灣 20,604,297 4,408,211

其他 7,879,996 11,789,702

311,602,789 315,536,882

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超過90%的可識別資產位於中國。故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

賬面值或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

5. 其他收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客戶取消定單的賠償 2,244,69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4,535 —

利息收入 1,438,496 1,579,714

租金收入 13,690 7,684

銷售廢料 1,368,187 1,198,287

其他 648,211 168,629

5,727,810 2,954,314

6. 財務費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清償的銀行貸款利息 7,582,069 6,18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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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支出包括：

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外資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457,446 1,619,19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28,007 —

585,453 1,619,195

本集團並無於香港及台灣產生或獲得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及台灣所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佳通科技（蘇州）」）、佳永電子（蘇

州）有限公司（「佳永電子（蘇州）」）及蘇州佳茂科技有限公司（「蘇州佳茂」），獲豁免繳納其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

的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免稅期」）獲減免一半外資企業所得稅。佳通科技（蘇州）及佳永電子（蘇

州）的首個獲利年度分別為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佳

通科技（蘇州）的業務位於中國蘇州（為沿岸經濟開放地區），按27%的優惠稅率納稅。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佳通

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再度注資，將其資本增加16,000,000美元後成為至48,000,000美元。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

司自再度注資日期起以資本比例為基準享有另一段免稅期。因此，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應課稅溢利的三分之

一享有免稅期。

根據中國有關稅務機關的批准，佳通科技（蘇州）獲授先進技術豁免，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

三年內獲免繳50%的外資企業所得稅。

佳通科技（蘇州）正處於營運前階段，自其成立以來並無選擇享有免稅期。因此，佳通科技（蘇州）於截至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產生的溢利須按稅率27%繳納外資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主席令第63號）（「新法」）。於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法實施條例。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新法及實施條例就若干附屬公

司而將稅率更改至25%。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發[2007]第39號），以往享有稅

務優惠的企業獲授五年過渡期。根據新稅法，外資企業享有的外資企業所得稅減免至五年過渡期結束前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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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的稅項支出與除稅前（虧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192,608) 14,007,200

按本地所得稅率27%計算的稅項 (7,882,004) 3,781,943

就稅項而言，不應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7,568) (419,441)

就稅項而言，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564,825 980,201

未經確認的稅項虧損的影響 254,729 —

未確認可扣稅暫時差額的稅務影響 6,940,889 1,507,505

有關過往年度的撥備不足 128,007 —

授予中國附屬公司稅項豁免的影響 (413,425) (4,231,013)

年內稅項支出 585,453 1,619,195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動用的稅項虧損約為943,000美元（二零零六年：無）及可扣稅暫時差

額約為35,151,000美元（二零零六年：9,444,000美元）的稅務影響可用以抵消本集團未來溢利。由於不可預測本公

司未來溢利流量，故並未就該等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8. 年內（虧損）溢利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的年內（虧損）溢利：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27,795,827 23,821,9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37,301 1,247,98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175,966 1,083,871

員工成本總額 30,209,094 26,153,832

核數師酬金 175,974 157,62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6,248,276 1,370,470

存貨的減值虧損 14,091,861 4,212,882

撥回預付租金 493,105 32,44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91,175,402 274,811,19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534,128 7,321,694

匯兌虧損淨額 2,237,735 1,265,77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4,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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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普通股：

末期已付－2.86港仙（二零零六年：2.7港仙） 4,612,903 4,354,839

年內，每股2.86港仙（二零零六年：2.7港仙）的股息已派付予本公司股東，作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並無建議派付股息，自結算日其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年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的（虧損）盈利 (29,778,061) 12,388,005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時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250,000,000 1,250,000,000

由於本公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的兌換具有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應收貿易款項 78,001,426 132,517,270

減：累計減值 (9,656,240) (3,407,964)

68,345,186 129,109,306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賒賬期為30日至15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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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結算日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應收貿易款項：

　0至30日 36,963,079 44,360,145

　31-60日 11,408,044 40,696,436

　61-90日 10,015,531 25,613,542

　91-120日 6,000,617 9,341,355

　121-150日 1,332,570 5,134,024

　150日以上 2,625,345 3,963,804

68,345,186 129,109,306

其他應收款項 17,971,115 14,010,1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86,316,301 143,119,493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須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界定客戶的信貸限額，並對給予客戶限額進行定期檢

討。大部分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均無拖欠款項紀錄。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結餘包括於報告日期已逾期的應收款項，其賬面總值為10,071,568美元（二零零六年：

17,482,915美元），本集團並無就此作減值虧損撥備。本集團就該等結餘並未無持有任何抵押物。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0至30日 — —

31日至60日 122,032 2,360,251

61日至90日 1,087,489 3,759,312

91日至120日 5,453,337 5,436,121

121日至150日 897,150 3,822,729

151日至365日 2,511,560 2,104,502

10,071,568 17,482,915



– 11 –

除上述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外，据過往經驗，逾期超過365日的應收款項通常不可收回，故本集團已

對逾期超過365日的全部應收款項作悉數撥備。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變動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年初結餘 3,407,964 2,037,494

應收貿易款項的已確認減值虧損 6,248,276 1,370,470

年末結餘 9,656,240 3,407,964

於釐定應收貿易款項的可收回性時，本集團考慮應收貿易款項自首次獲授信貸當日至本報告日期的信貸質量的任

何變動。因此，董事相信，並無須進一步作出呆賬撥備之外的信貸撥備。

呆賬撥備包括已個別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其結餘總額為9,656,240美元（二零零六年：3,407,964美元）。本集團

就該等結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物。

於報告日期以外幣計值的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68,516,056 111,78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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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應付貿易款項：

　0-90日 50,314,839 78,793,089

　91-120日 8,868,217 7,422,400

　121-180日 4,744,957 3,145,673

　181-365日 4,215,641 1,141,744

　365日以上 1,716,790 650,315

69,860,444 91,153,221

其他應付款項 14,114,868 12,128,0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貿易款項總額 83,975,312 103,281,270

購貨的平均信貸期為150日。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有關信貸期內支付所有應付賬款。

於報告日期以外幣計值的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43,143,356 58,20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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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報告概要

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在對其核數師報告不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已考慮關

於採納持續經營之會計準則為基礎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

出適當的披露及表達下列聲明。

在不發表保留意見下，吾等留意到在年度業績公布附註2中提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為29,778,061美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比

流動資產超出7,323,476美元。上述情況都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導致對本貴集團的持續經營

能力存在相當疑問。

末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派付於二零零七年年底的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11,600,000美元及年內虧損約

29,8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得營業額約315,500,000美元及溢

利約12,400,000美元，分別下降約1.3%及下跌約340.4%。每股虧損約為2.4美仙（二零零六年：每

股盈利約1.0美仙），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約為7.4美仙（二零零六年：約9.4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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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及二零零六年可比較數字，按主要產品分

類載列如下：

按業務劃分的營業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千美元 % 千美元 % %

FPC解決方案

　FPCA 136,695 43.9 165,564 52.5 (17.4)

　FPC 31,428 10.1 19,146 6.0 64.1

FPC解決方案總計 168,123 54.0 184,710 58.5 (8.9)

PCB解決方案

　PCBA 91,512 29.4 60,856 19.3 50.3

　PCB 51,968 16.6 69,971 22.2 (25.7)

PCB解決方案總計 143,480 46.0 130,827 41.5 9.6

總計 311,603 100.0 315,537 100.0 (1.3)

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來自銷售FPC解決方案及PCB解決方案。就上表而言，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銷售FPC解決方案及PCB解決方案的營業額分別約為168,100,000美元及

143,50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184,700,000美元及130,800,000美元），分別約佔本集團銷售總額

約54.0%及約46.0%（二零零六年：58.5%及41.5%）。

於二零零七年，FPCA的銷售減少17.4%主要由於本集團的一名主要客戶的市場份額下跌導致該名

客戶的需求下降所致。儘管該名主要客戶的訂單下跌，但其他智慧型電話客戶的需求有所增加。

於二零零七年，FPC的銷售增加64.1%主要由於該等智慧型電話客戶的需求出現重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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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PCBA於二零零七年的銷售增加約50.3%，PCBA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該等中國客戶的

需求大幅增加。PCBA的營業額增加亦可能會令本集團產生額外流動資金及金融風險。本集團決

定改變PCBA業務的模式，從而避免承受客戶的任何原材料成本。本公司僅收取PCBA業務客戶的

分包費用。如此以來，重大流動資金及資金的金融風險能得以減低。

於二零零七年，PCB的銷售減少約25.7%。PCB的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PCB廠房搬遷導致產能暫

時下降，以及自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底提升產品水平及選擇毛利更佳的客戶所致。本公司預期PCB

的營業額將因高密度界面PCB、汽車用PCB、陶瓷基PCB及鋁基PCB的需求而增長，預期其將於

來年出現重大增長。

按業務劃分的毛利率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 %

FPC解決方案

　FPCA 10.3 17.4

　FPC (8.2) 4.4

PCB解決方案

　PCBA (3.3) 4.9

　PCB (3.9) 5.6

總計 2.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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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6,500,000美元下降至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300,000美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1.6%減少至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0%。毛利及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下列因

素引致：

1. 年內，勞工成本及製造經常開支大幅增加，而人民幣（「人民幣」）兌美元（「美元」）升值及中國

出現通脹是影響勞工成本及製造經常開支的主要因素。

2. 於二零零七年，因石油及金屬價格不斷上升導致原材料成本增加。

3. 主要客戶的需求減少亦導致FPCA及PCB的毛利率下跌。

4. 人民幣升值引致材料及零部件成本大幅增加，而該增加成本無法攤分至產品的售價，因而造

成PCBA及PCB的毛利率雙雙下跌。由於溢利率下跌及PCBA業的競爭加劇，本集團已於二零

零七年第四季開始縮減該業務的規模。因此，就該等PCBA及PCB客戶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及原材料減值虧損增加。

營運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銷成本增加9.5%至約8,400,000美元，而截至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7,700,000美元。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油價持續

上漲，導致年內運輸成本大幅增加。由分銷及銷售開支組成的其他項目則與營業額水平一致。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增加約71.5%至約19,9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11,600,000美元。行政開支大幅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根據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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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會計政策帳齡過長的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出現減值虧損，以及於年內行政及管理層人員數目增

加而致薪金上升，此外，年內因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致本集團於年內的匯兌虧損較二零零六年增

加。另一方面，年內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利益亦增加。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成本增加22.6%至約7,600,000美元，而截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6,200,000美元。財務成本上升主要由於年度內利率的上

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股東資金約為92,000,000美元，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約為117,500,000美元。流動資產約為146,200,000美元，主要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10,900,000美元、抵押銀行存款約8,600,000美元、存貨約40,000,000美元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約86,300,000美元。流動負債約為153,500,000美元，主要包括銀行借款約69,100,000美元及貿易

及其他應付款項約84,000,000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0（二零零六年：1.2），而資產負債比率（貸

款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則為28.1%（二零零六年：34.9%）。

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買賣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美元及人民

幣佔銷售比例分別約為89%及11%（二零零六年：82%及18%）。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美元及人民幣佔採購額比例分別約為76%及24%（二零零六年：69%及31%）。以美元進

行買賣大幅降低匯兌風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均未有作出任何

安排對沖其外匯風險。

分部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詳盡分部資料載於業績概要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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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的平均數目約為6,500人（二零零六年：約

7,600人）。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及薪酬）

約為28,90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25,200,000美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每年進行檢討，並符合現

行市場慣例。於回顧年內，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其僱員

或董事授出54,500,000份購股權。

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僱員為由中國地方政府設立的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的成員。根據有關計

劃，本集團根據有關中國法規向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醫療、工傷、失業及懷孕福利。本集團須

將彼等薪金的指定比例撥入社會福利計劃，以為有關福利提供資金。本集團就有關社會福利計劃

所負的責任僅限於作出指定供款。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向計劃作出約1,200,000美元（二零零六

年：1,200,000美元）的供款。

業務／營運回顧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產銷印刷線路板及組裝業務。

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內，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為311,600,000美元，較二零零六年下跌1.3%。

FPC及PCBA的營業額分別增長64.10%及50.3%。另一方面，而FPCA及PCB的營業額則分別減少

17.4%及25.7%。FPC的經營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智慧型電話客戶的需求增加，而PCBA的經營收入

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繼續於中國發展客戶市場所致。另一方面，FCBA的經營收入減少主要由於

自二零零七年以來，主要手提電話客戶的市場份額減少所致。最後，PCB的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

PCB廠房搬遷導致產能暫時下降，以及自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底提升產品水平及選擇毛利更佳的客

戶所致。於回顧年度的淨虧損約為29,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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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未來計劃

中國的印刷線路板行業發展步伐迅速。部分數據顯示中國面對低檔PCB產品產能過剩的嚴峻情

況。作為FPC業內的主要企業之一，本集團將會繼續專注開發高檔FPCA產品及高密度界面

（「HDI」）PCB。此外，本集團亦專注於與電子裝置著名品牌的新客戶共同發展。董事認為，本集

團計劃更專注於開發及爭取毛利較高產品及客戶。此外，由於印刷線路板行業的激烈競爭，管理

層於本年度會致力提升管理層質素、優化本集團的成本架構及積極降低經常性費用、分銷及行政

費用。本公司董事已採取多項成本控制措施，務求收緊經營成本及多項一般及行政開支。

為改善本集團的財政狀況，以及改善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使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得以持續，本集團

現正就可能配售本公司新股份與獨立第三方進行磋商，該配售計劃必須受本集團的授權所限及根

據上市規則所載的相關規定進行。本公司董事計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進行配售，並會就遵

守上市規則而言採取行動及刊發公佈。董事亦可能會考慮以供股形式及／或可能認為合適的其他

方式進行其他集資活動。此外，本集團已與多家銀行磋商重組本集團的銀行貸款。最後，本集團

亦正考慮出售部分不會對本集團業務造成直接影響的廠房及設備，此舉的主要目的在於鞏固本集

團的營運資金狀況及削減涉及過剩產能的成本。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內，本集團最大及五大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7%及49%。向本集團五大供應商所作的合

計購買量少於總購買量30%。

董事、董事的聯繫人士或任何股東（就董事所知，擁有本公司股本5%或以上者）概無於年內任何

時間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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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年內，本集團進行下列關連及持續關連交易：

完成收購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備

本公司的間接主要股東佳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鼎」）與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環球科技國際

有限公司（「GTI」）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訂立協議，據此，佳鼎同意出售機器及設備，用作

生產供汽車、手提電話、電腦周邊設備及電訊產品使用的4至6層PCB，代價約為1,800,000美元。

年內，已收到機器及設備，該交易已完成。

徐中先生向本集團出租住宅大樓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佳通科技（蘇州）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與執行董事徐中先生訂立兩份

租約，據此，徐中先生向佳通科技（蘇州）出租位於蘇州的兩幢住宅大樓。該等住宅大樓現用作本

集團在蘇州的員工宿舍。年內，為租用此兩幢住宅大樓而向徐中先生支付的租金總額約為23,738

美元（二零零六年：20,554美元）。

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向本集團出租辦公室及為本集團提供顧問服務

本公司與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一間由黃秋智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出任執行董

事）全資擁有的公司）訂立一份租約，據此，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向本公司出租一間辦公

室作為其於香港的註冊辦事處。年內，就該辦公室向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支付的租金達

9,806美元（二零零六年：無）。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亦與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訂立一份顧問服務協議，據

此，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將就財務及公共關係為本集團提供顧問服務。年內，向Chi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支付的顧問服務費合共為10,323美元（二零零六年：無）。

除上述者外，於回顧年度並無進行其他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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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上述交易已由本集團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以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已遵守監

管該等交易的有關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本公司整體股東利益。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及期貨條例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有關條款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上巿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的標準同樣嚴格。本公司已向各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以瞭解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否出現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

則的情況，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的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偉霖先生、周志堂先生及廖光生先生）根據上巿規則第3.13

條就其獨立身份發出的年度確認。根據該等確認，董事會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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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訂明職權範圍，以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

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志堂先生及廖光生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周

燦雄先生組成。目前，周志堂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通

過的書面決議案重新組成，為本集團制定有關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及架構，並向

董事會提出該等政策及架構的建議。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偉霖先生、周志堂先生及廖光生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

周燦雄先生組成。王偉霖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正弘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林正弘先生、徐中先生、黃聯聰先生、黃秋智先生及林儀婷小姐為本公司的

五名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Nguyen Duc Van先生、楊毅先生及李珺博士為本公司的四名非執

行董事；王偉霖先生、周志堂先生及廖光生先生為本公司的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