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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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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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8）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佈

三丸東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母公司」）的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年度業績，連同
二零零七年的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6 519,883 1,065,938
銷售成本 (489,599) (1,007,366)

毛利 30,284 58,572
其他收入及溢利 6 15,331 10,0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264) (15,850)
行政費用 (64,944) (56,923)
其他業務費用 (11,368) (11,672)
應收賬款減值 (49,328) (60,783)
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 (8,65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407) (4,094)
財務費用 7 (6,439) (12,543)

除稅前虧損 8 (110,135) (101,904)
稅項 9 (3,130) (13,460)

本年度虧損 (113,265) (115,364)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11 (112,483) (115,094)
少數股東權益 (782) (270)

(113,265) (115,364)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虧損 11
基本及攤薄 (28.1港仙) (28.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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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6,119 138,365

投資物業 — 1,874

預付土地租賃款 8,297 11,465

其他資產 4,437 4,437

高爾夫球會籍 360 360

聯營公司之權益 15,818 17,657

可供出售投資 232 232

遞延稅項資產 — 4,060

非流動資產總計 145,263 178,450

流動資產

存貨 48,512 124,625

應收賬款及票據 12 74,342 255,443

預付款項、定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875 25,700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之股權投資 — 2,655

有限制定期存款 — 7,609

已抵押存款 57,700 75,95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2,853 71,483

流動資產總計 245,282 563,46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3 321,958 464,980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開支及已收取定金 35,581 25,468

銀行計息貸款 24,671 131,048

應付稅金 850 117

應付融資租約 — 635

流動負債總計 383,060 622,248

流動負債淨額 (137,778) (58,78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485 11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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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承前） 7,485 119,67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約 — (620)

銀行計息貸款 — (15,886)

遞延稅項負債 (2,336) (1,662)

非流動負債總計 (2,336) (18,168)

資產淨值 5,149 101,50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應佔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40,000 40,000

儲備 (35,867) 59,783

4,133 99,783

少數股東權益 1,016 1,719

權益總額 5,149 1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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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鑒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約113,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115,400,000港元），於編製財務報表時，董事審慎考慮了本集團未來的資產流動性。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高出約137,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8,800,000

港元）。為了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狀況，本集團採取了若干措施。董事亦對本集團未來的方向和

融資作了多方面考慮：

. 本集團內部將通過縮減非盈利產品的生產規模及對多項一般及行政費用加强成本控制，進一步

加强生產物流的合理運作。本集團現正與CRT及LCD板卡設計的工程師團隊組建合營公司。

此措施可節省員工成本。

. 本集團現正通過增加分銷渠道直接銷售給國內客戶的方式拓展其內銷市場。為此，本集團已從

中國有關部門獲得兩項證書，有關批准兩項產品可銷售予國內客戶，及現正申請另外兩類產品

的四項證書，預期可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下旬或五月取得證書。董事相信，此業務模式的變化將

有助於取得高於現有批發市場的毛利率。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本集團從一名潛在貿易夥伴處成功取得了一項免息短期貸款為人民幣

6,000,000元（約6,800,000港元），作為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已同意向本集

團提供一項無抵押貸款融資，為人民幣20,000,000元（約22,7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正與

一家國內銀行磋商，將現有融資額度提高30,000,000人民幣（約34,000,000港元）。董事也積極

採取措施與供應商討論雙方可接受的還款條件，以改善本集團的資產流動性。

. 董事正考慮以市場價值變現盈餘資產，以產生額外的融資來滿足其財務需求。

考慮到以上措施，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全面滿足財務需求，故財務報表已根據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

倘持續經營準則並不恰當，則須進行調整，將資產價值重列至可收回金額，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

別重新歸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並就或會產生之其他負債進行撥備。

2. 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此外，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

露事項。

(b) 計算基準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其重估金額或公平價值列賬。

(c) 估計及判斷的應用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應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

計政策時亦須作出判斷。涉及較多判斷或複雜程度較高的範疇，或對財務報表作出重大假設及

估計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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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功能及呈報貨幣

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港元同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有說明外，所有價值均以四捨五入

方式調整至最接近千位數。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及港元。

3. 採納修訂及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本年度適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年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已生效，並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出的修訂

及新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
金融工具的重新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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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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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界定福利資產之

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互動關係

採用上述修訂及新詮釋對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會計期間或以前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無重

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b) 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產生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制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
可沽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的義務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套期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修訂）
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投資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改進金融工具之披露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嵌入式衍生工具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貸款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歸屬條件及註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有關興建房地產的協議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對境外經營業務淨投資的套期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客戶轉讓的資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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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惟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除外，其適用於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完結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由收到客戶轉讓的資產開始生效。

本集團現正就尚未生效之準則、修訂、詮釋產生之潛在影響進行評估，到目前為止，董事總結

應用有關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4. 會計政策的變動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集團的房屋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帳。於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已選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重估模式

將其房屋入帳，以反映房屋的市值，而董事相信房屋的市值可提供更為相關的資料予財務報表使用

者。於過往年度，折舊乃按房屋的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計算，以勾銷其成本。於採納重估模式

後，已計的房屋累計折舊於重估時撥回，就確認房屋重估增值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此項會計政策

變動已對未來會計年度應用，並導致資產淨值增加約19,541,000港元，對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表

現並無構成影響。

5.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兩種分類形式列報：(i)根據主要分類申報基準按業務分類；及(ii)根據次要分類申報基準

按地區分類。

(i) 業務分類

本集團的業務分為兩類，即(i)設計CRT彩電和液晶彩電的彩電機芯與買賣相關零件分類；及

(ii)組裝彩電分類。設計彩電機芯與買賣相關零件分類佔本集團收入90%。此外，組裝彩電分類

的分類業績及分類資產分別佔本集團所有分類的業績及總資產不足10%。因此並無列報業務分

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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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分類

於釐定本集團的地區分類時，收入乃按客戶所在地區列入分類，而資產則根據資產所在地列入

分類。

下表列報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地區分類的收入及若干資

產及資本開支資料。

分類收入 — 銷售予

集團以外客戶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98,128 450,748

亞洲（不包括中國大陸） 134,480 216,169

歐洲 155,667 235,791

南美 26,073 160,646

澳洲 — 29

其他 5,535 2,555

519,883 1,065,938

分類資產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321,358 451,528

香港 58,754 271,301

歐洲 4,202 16,392

日本 6,231 2,697

390,545 741,918

分類資本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366 11,575

香港 52 120

歐洲 6 352

日本 — 17

1,424 1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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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溢利

收入（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乃指於寄發貨品時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減去退貨、商業折扣及商

業╱銷售稅（倘適用）。

本集團的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溢利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519,883 1,065,938

其他收入及溢利

銀行利息收入 3,284 2,287

其他利息收入 — 142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76 189

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的股權投資的公允價值收益 — 6,0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157 581

轉讓預付土地租賃款的收益 9,121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36 —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115 —

其他 1,342 755

15,331 10,048

7.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5,935 11,567

不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 863

應付融資租約利息 46 113

其他利息開支 458 —

利息開支總額 6,439 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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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後釐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81,944 992,0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628 11,967

投資物業折舊 40 194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 275 380

研究及開發成本* 780 2,037

下列各項的經營租賃最低租賃付款：

— 土地及房屋 950 929

— 廠房及機器 288 —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1,450 1,900

— 過往年度 1,520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47,549 50,258

— 以股權支付的購股權開支 276 985

— 退休金計劃供款 7,673 7,707

55,498 58,950

賺取租金的投資物業產生的直接業務費用 22 105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3,294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112 —

出售透過損益賬按公允價值處理的股權投資的虧損 1,068 —

滙兌差額，淨額* 8,658 2,107

撇減存貨** 10,854 12,624

撇減存貨撥回**（附註） (5,191) —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收益表的「其他業務費用」中。

** 該項目計入綜合收益表的「銷售成本」中。

附註： 撇減存貨撥回於往後銷售增加可變現淨值時產生。

9.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在香港錄得虧損，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內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其他地區的應課稅

利潤稅項（倘適用）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的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按當地適用稅率計算。

在中國大陸經營的附屬公司獲授稅率減免，據此，該等附屬公司於彼等錄得應課稅利潤（經扣除承

前稅項虧損後）的首年起計兩年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及於其後三年獲減免50%

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新稅

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國所有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律統一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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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國務院通過一份實施指引（「實施指引」），詳細列出令現有的優

惠所得稅率調整至標準稅率25%的方法。根據實施細則，本集團旗下若干尚未享用完五年免稅期之

中國企業獲准於免稅期屆滿前，繼續享用扣減所得稅率之稅務優惠，而其後則須按標準稅率25%繳

稅。

授予東傑（上海）及東傑（中國）的稅率減免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前已到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由於東傑（上海）及東傑（中國）根據中國大陸稅規為合資格「先進技術企業」，故獲批額外減免，
據此，東傑（上海）及東傑（中國）於三年內就其國家稅項及地方稅項獲減免部分企業所得稅。年內，
東傑（上海）及東傑（中國）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15%（二零零七年：13.5%）。

授予三丸（蕪湖）的稅率減免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三丸（蕪湖）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獲

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大陸稅規，三丸（蕪湖）其後三年獲減50%企業所得稅。年內，三丸
（蕪湖）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12.5%（二零零七年：12%）。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本年度撥備：
— 中國大陸 937 705

— 海外 14 —

951 70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中國大陸 (333) —

618 705

遞延稅項

— 撥回暫時性差額 2,512 12,755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3,130 13,460

除於收益表扣除的金額外，有關本集團於年內重估若干房屋的遞延稅項已於權益中直接扣除。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任何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11.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虧損

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應佔年內虧損112,48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虧損115,09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400,000,000股（二零零七年：400,000,000股）。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是

於該等年度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對該等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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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票據 218,241 344,913

減值 (143,899) (89,470)

74,342 255,443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賒賬期一般為30至120

日，而主要客戶則會延長至六個月。每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嚴緊控制其尚未收取之

應收賬項，並設立信貸控制部門以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就逾期款項進行審閱。

應收賬款均為免息。

於結算日的應收賬款（扣除減值虧損）按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6,523 148,107

91日至180日 12,042 49,840

181日至一年 7,745 53,805

超過一年 18,032 3,691

74,342 255,443

13.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的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80日內 217,010 407,285

181日至一年 57,196 41,979

一年至兩年 32,814 7,506

超過兩年 14,938 8,210

321,958 464,980

結餘內包括107,193,000港元的應付票據（二零零七年：122,315,000港元），以57,700,000港元的定期

存款作抵押（二零零七年：75,95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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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董事決議出售兩家子公司，Crown Joint Investment Limited及Kaern GmbH，

總作價為1港元。該等子公司在過往年度持續錄得虧損，相信一旦出售將可節省開支。本集團根據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管理層報表預估出售該等子公司的虧損如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1

存貨 903

應收及其他應收帳款 3,86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308

應付及其他應付帳款 (4,140)

預估淨資產 3,076

減：作價 —

預估出售損失 3,076

出售不構成終止經營業務，因其不是本集團一項主要的業務或主要經營地區。

15. 核數師報告摘要

保留意見的基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貴集團應收賬款淨額中包括若干位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客戶之應收賬

款約111,000,000港元，前任核數師於上年度未能取得足夠憑證為該等客戶其中約50,000,000港元應

收賬款之可回收金額作評估，並對此不表示意見。詳情已於二零零七年核數師報告中說明。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貴集團對該等客戶之應收賬款淨額約27,000,000港元，並依據結算

日後之收款金額及該等客戶最近之財務狀況計提減值撥備約47,000,000港元。然而，我們無法通過

任何其他替代性程序以確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該等應收賬款之起始金額是否公允。任何對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應收賬款帳面價值之調整將會對貴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虧損及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造成相應影響。

因審計範圍受限制而作出的保留意見

本行認為，除倘本行能夠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應收賬款之起始金額取得足夠憑證而做出任何必要

調整所產生之影響外，財務報表真實而公平的反映貴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虧損。本行認為，所有財務報表其他部份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編製，

並真實而公平地反映了貴集團與貴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與截至該日止年

度貴集團的現金流量。

在無需作出進一步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本行謹請注意財務報表附註2.1，其中指出，於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貴集團錄得凈虧損113,265,000港元，而於該日，貴集團流動負債超出

其流動資產約137,778,000港元。該情況，連同財務報表附註2.1所載的其他事項，說明存在重大不

確定因素，可能導致對貴集團能否持續經營的能力有重大疑問。董事認為貴集團將有充足營運資金

以滿足其日常營運需要及履行其於可見將來到期的財務責任，並按持續經營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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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整體財務業績

本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519,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065,900,000港元減少約

51%；毛利約為30,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58,600,000港元減少約48%。本年度母公

司權益所有者應佔虧損約為112,500,000港元。去年，母公司股權所有者應佔虧損約為

115,100,000港元。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約為28.1港仙。去年，母

公司普通股權益所有者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約為28.8港仙。於結算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及已抵押存款結餘分別為約42,900,000港元及約57,700,000港元。

營業額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519,900,000港元，較去

年減少約51%。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全球市場對彩電產品的需求萎縮。

從地區來分，中國大陸及亞洲國家是本集團的主要市場。本集團從亞洲市場（包括中國

大陸）取得的營業額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666,900,000港元下

降至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332,600,000港元，下降約50%。在其

他市場中南美市場營業表現是最令人失望，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約160,600,000港元減少至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6,100,000港

元下跌約84%。

毛利率

由於彩電產品的銷售價格下降，而若干原材料及部品的成本上升，使彩電的總體毛利率

普遍下跌，我們的毛利率能夠維持在跟去年毛利率5.5%相若的5.8%主要因為若干存貨

在2007年的減值得以回撥。

開支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零七年約15,900,000港元，增加至本年度約21,300,000港

元。主要歸於發貨時發生種種不可預知的問題，因而令空運費用增加。

二零零八年內，行政費用由二零零七年約56,900,000港元增至本年度約64,900,000港元，

主要是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的增加，證券投資的損失及去年低估了的審計費用入賬。

財務費用減少之主因為利息費用的減少。利息費用的減少主要是由於貸款餘額的降低。

財務狀況及流動性

本集團之營運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提供資金。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從經營業務所得現金約為25,400,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重列）：約4,4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約為42,900,000港元，少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71,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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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權益約為4,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99,800,000

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245,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563,500,000港元）。流

動比率約為0.64（二零零七年：0.91)。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24,7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約148,2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與資產總值之比例）由二零零七年

的約20%減至二零零八年的約6%。約17,000,000港元（少於銀行貸款的69%）承擔固定息

率，實際利率為6.7%。此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15,000,000元）主要以人民幣結算。

應收帳款由二零零七年約255,4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零八年的約74,300,000港元。於本

年度，就呆壞賬撥備約49,300,000港元。

資本開支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資本開支總額約為1,400,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12,10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了若干資產合共價值約為82,000,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98,3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融資信貸之擔保。本集團資產抵押詳情如下：

(a) 抵押本集團的廠房及機器，於結算日之帳面總值約5,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6,900,000港元）；

(b) 所有用於抵押以擔保融資信貸的位於香港的租賃土地和房屋，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賬面總值為約27,500,000港元，已於本年度完全出售；

(c) 抵押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的租賃土地和房屋，於結算日之賬面總值為約68,200,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53,800,000港元）。相關租賃土地之8,5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8,200,000港元）已包括在「預付土地租賃款」中。

(d) 抵押本集團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總值為約

1,900,000港元。該投資物業已於本年度出售。

外滙風險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

元」）結算。本集團承受由港元兌人民幣及美元所產生的外滙風險。有鑒於港元與美元的

滙率掛鈎，本集團相信其所承受的外滙風險只限於人民幣及港元。目前，本集團並無意

對沖其外滙波動風險但將持續監察經濟環境及其外滙風險狀況，並會在日後有需要及可

行時考慮採用適當的對沖措施。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年內，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810,000港元，與去年相同。在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沒有重大的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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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與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708名僱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995名），本年度支付僱員成本總額約為55,5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58,900,000港

元）。本集團根據工作職責、工作表現及專業經驗釐定僱員薪酬。本集團亦不時為僱員提

供在職培訓，旨在提高僱員的知識和技能及提升僱員整體素質。此外，本集團為僱員提

供購股權計劃以作鼓勵。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本集團主要銷售CRT電視和液晶電視，包括全散件、半成品和整機三種形

式。於年內，本集團銷售CRT電視15餘萬套，較二零零七年下降約50%；銷售液晶電視

18餘萬套，較二零零七年基本持平；液晶電視佔本集團銷售比重上升。本集團CRT電視

主要銷往印度、俄羅斯、中東、亞洲和南美洲等新興市場，液晶電視主要銷往歐洲、北

美、亞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二零零八年度之財務表現不佳，主要受下列各項因素影響：（1）彩電

產品售價下跌、若干原材料和部件的成本持續上升、人工成本上升及物流和運輸成本上

升，對毛利造成的壓力不斷增加；（2）國際市場需求下降；（3）滙兌損失；及（4）宏觀經濟

低迷及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

由於經營虧損及本集團之整體策略調整，本集團於年內關閉了全資子公司上海三丸汽車

電子有限公司，二零零九年又出售了全資子公司Crown Joint Investment Limited之

100%股份於獨立第三方。本集團亦出售了位於香港和上海的若干物業，通過將非核心

資產變現來補充本集團運營所需的流動資金。

前景展望

根據DisplaySearch的資料，二零零九年，對於發達國家或地區如日本、北美與西歐等

地，由於金融風暴影響所及，液晶電視出貨量成長率估計將只有2%；然而在發展中國家

或地區，雖然也受金融風暴波及，但由於液晶電視價格持續下滑，液晶電視出貨量成長

率可望達到45%，不過較2008年68%高成長率仍顯遜色。

2008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機，迫使以外銷為主的本集團銷售銳減。在出口不利的形勢下，

本集團及時將企業經營策略調整到內銷上來，促進銷售的良性發展。在中國大陸，平板

電視在一、二級市場已經基本普及，市場增長點主要在三、四級市場。本集團與客戶品

牌合作，主要定位於二線品牌，二線城市客戶及農村客戶。在積極拓展內銷市場的同

時，本集團也在積極儲備外銷產品，以等待外銷市場的早日復蘇，以期集團的液晶電視

銷售取得突破性發展。

隨著鋼材及有色金屬的降價，及以金屬為主要原材料的家電產業帶來成本的下調空間。

面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原則上以銷定產，嚴格控制庫存，以盡可能規避原材

料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本集團高度重視面板價格走勢及與面板供應商的戰略合作關

係，因面板是平板電視價值構成中最大的成本來源，其走勢也決定了平板電視製造企業

是否有條件展開平板電視終端價格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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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銷售液晶電視將以中小尺寸產品為主，以技術創新作為產品賣點，以低價策略搶

佔市場份額。本集團實施了液晶電視之重要部件的採購與銷售的整合，以便更緊貼市

場，實現成本低廉化及加快反應速度。

此外，本集團亦將繼續重視視頻產品的整合，不斷推出性價比高的時尚新品，以滿足不

同層次用戶的需要。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包括首尾

兩天）止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

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舉行的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務請

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

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有

關證券交易，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規

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以

下偏離者除外：

1.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規定對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作出劃分，不應由同一位人士

擔任。由於本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均由同一位人士，即張曙陽先生擔任，故本公

司並無遵守該規定。

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至二零

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期間，獨

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的最

少人數及╱或適當的會計專才規定。本公司積極物色可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

核委員會成員的合適人選，以便根據上市規則第3.11及3.23條的規定，於獨立非執行

董事人數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的最少人數及╱或適

當的會計專才規定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符合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具審核委員會，以審查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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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內部監控體制，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mitsumaru-ek.com瀏覽。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載於上述網站。

董事會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曙陽先生及梁觀誠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炳文

先生，何志雄先生及穆向明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三丸東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曙陽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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