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9）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概要

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約9.1%至約705,859,000港元。

本年度溢利下跌約91.3%至約2,431,000港元。

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由二零零五年度約28,036,000港元下跌約30.7%至本年

度溢利約19,431,000港元。

銀行結存及現金約有65,890,000港元。

總資產淨值約為416,487,000港元。

本集團之債項總額（包括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合約責任）約為44,320,000港元，佔股東資

金總額約10.6%。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44港仙。

全年業績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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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705,859 647,004

銷售成本 (585,383) (522,049)

毛利 120,476 124,955

其他收入 4 5,706 7,860

分銷費用 (12,362) (11,287)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88,717) (87,019)

融資成本 5 (3,603) (3,622)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17,000)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5,45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2,227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1,106

除稅前溢利 6 4,500 28,767

稅項 7 (2,069) (731)

本年度溢利 2,431 28,036

股息 8 5,460 5,508

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0.44 5.09

攤薄（港仙） 不適用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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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3,542 61,2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195 222,551

預付租金 17,573 17,775

可供出售投資 54,079 95,345

會所債券 1,180 1,180

373,569 398,092

流動資產

存貨 107,315 72,8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16,206 113,306

應收票據 10 4,199 3,571

衍生金融工具 279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7,806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890 92,064

293,889 289,61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60,848 143,611

應付票據 11 3,112 3,988

衍生金融工具 2,311 —

稅項負債 20,715 22,201

融資租賃責任－於一年內到期 5,875 6,573

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12,833 23,000

205,694 199,373

流動資產淨值 88,195 90,239

461,764 48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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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54,436 55,078

儲備 362,051 386,368

416,487 441,446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於一年後到期 5,528 3,787

銀行貸款－於一年後到期 20,084 24,500

遞延稅項負債 19,665 18,598

45,277 46,885

461,764 48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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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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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
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於下文統稱為「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及呈列即期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
狀況之方法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對過往期間進行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董事預期應用此等新
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2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7號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 「嚴重通
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之重列方法3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4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 內置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5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6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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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8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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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按業務劃分：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由三個主要營運部門組成 — 電子產品（主要為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
事簿）、導電硅橡膠按鍵及印製電路板。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導電硅

電子產品 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其他業務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476,623 101,241 127,995 — — 705,859
部間銷售 2,052 13,396 25,714 — (41,162) —

總額 478,675 114,637 153,709 — (41,162) 705,859

業績
分部業績 33,306 5,480 (11,057) — — 27,729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626)
融資成本 (3,603)
可供出售投資
之減值虧損 (17,000)

除稅前溢利 4,500
稅項 (2,069)

本年度溢利 2,431

資產
分部資產 403,828 110,409 97,355 — 611,592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55,866

綜合總資產 66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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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分部負債 101,723 25,744 38,524 — 165,991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84,980

綜合總負債 250,971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 16,311 9,299 15,430 — 41,040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16,778 7,048 7,135 — 30,961
預付租金攤銷 334 84 27 — 445
陳舊及滯銷存貨
之確認撥備

　（撥回撥備） (1,240) 285 (1,439) — (2,394)
呆賬之確認
撥備（撥回撥備） — 1,927 (65) — 1,862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虧損 425 175 426 — 1,026

二零零五年

導電硅
電子產品 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其他業務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419,720 80,299 143,387 3,598 — 647,004
部間銷售 1,992 12,548 20,113 747 (35,400) —

總額 421,712 92,847 163,500 4,345 (35,400) 647,004

業績
分部業績 48,113 4,799 (7,970) (7,236) — 37,706



— 8 —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1,820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790)
融資成本 (3,62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453)
視作出售聯營
公司權益之收益 1,106

除稅前溢利 28,767
稅項 (731)

本年度溢利 28,036

資產
分部資產 382,292 113,448 93,836 2,783 592,359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95,345

綜合總資產 687,704

負債
分部負債 84,086 21,941 39,939 1,632 147,598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98,660

綜合總負債 246,258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
　及設備 17,867 11,228 10,432 — 39,527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17,897 5,520 9,180 779 33,376
預付租金攤銷 329 82 26 — 437
陳舊及滯銷存貨
之確認撥備
（撥回撥備） 4,208 (279) 72 (1,204) 2,797
呆賬之確認
撥備（撥回撥備） 797 728 (152) 4,690 6,063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收益 2,679 1,051 — —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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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劃分：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分佈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中國」）、歐洲、日本及美國。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之分析如下：

收益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附註a） 279,557 244,214
歐洲 110,606 102,294
其他亞洲國家 106,747 84,775
中國 90,204 85,134
日本（附註b） 78,138 69,699
美國 28,325 46,269
其他 12,282 14,619

705,859 647,004

附註：

(a) 董事認為香港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有部分最終轉售往其他市場。

(b) 董事認為日本市場佔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額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
銀行利息收入 3,661 1,82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 — 1,2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3,730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1,090 —
建築物重估盈餘 86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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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2,919 2,907
融資租賃責任 684 715

3,603 3,622

6.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項目：

核數師酬金 1,321 1,335
折舊：
自有資產 26,449 29,047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4,512 4,329

預付租金攤銷 445 437
呆賬撥備 1,862 6,06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85,383 522,049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回）／提撥撥備 (2,394) 2,797
僱員成本 141,477 123,888
經營租賃租金 2,040 1,5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026 —
外匯虧損淨額 1,594 1,977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 585 —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 1,109

並經計入下列項目：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7,325 7,095
減：年內產生租金收入投資物業之直接營運開支 (495) (328)

6,830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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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2,223 2,160
往年度超額撥備 (457) —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966 3,047
往年度超額撥備 (957) (2,595)

1,775 2,612
遞延稅項 294 (1,881)

2,069 731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稅率（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有關地區現行稅率計算。

8. 建議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五年：1.0港仙），為數約5,46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約5,508,000港元），有關建議須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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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2,431 28,036

聯營公司具備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及墊款予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不適用 (595)
根據攤薄聯營公司之每股盈利
而調整應佔該聯營公司之溢利 不適用 184

不適用 (411)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不適用 27,625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二零零五年：基本及攤薄）
　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546,692,000 550,776,000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60日之信貸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過期不超過30日 90,059 81,668
過期31至60日 9,453 12,512
過期61至90日 4,793 5,797
過期超過90日 8,292 8,527

112,597 108,504
其他應收款項 7,360 7,936
預付租金 448 437

120,405 11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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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過期不超過30日 72,414 55,623
過期31至60日 15,476 15,785
過期61至90日 8,889 6,069
過期超過90日 7,960 8,298

104,739 85,775
其他應付款項 59,221 61,824

163,960 147,599

股息

為感謝股東對本集團之鼎力支持，董事會欣然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該股息將於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該建議須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

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

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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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回顧及業績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於電子產品（主要為電子計算機及

電子記事簿）、導電硅橡膠按鍵及印製電路板之製造及市場推廣。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量錄得可觀增幅，營業額達

705,859,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度之約647,004,000港元上升約9.1%。

業務及經營環境整體上依然充滿不明朗因素。美國及西歐國家經濟放緩，加上其中一些國

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導致市場需求增長呆滯。人民幣升值及

中國撤銷對一些出口商品的退稅亦減慢了中國製造業的增長。

面對不穩定之原材料成本，本集團一些客戶取消訂單及縮短製成品付運訂貨通知期，導致

產品平均銷售價受壓。此外，原材料價格在二零零六年出現較大波動，使本集團難以有效

推行成本控制。

另一方面，中國勞工成本跟隨當地生活水平提升而持續向上。於二零零六年，由於本集團

之生產設施主要位於廣東地區，中國勞動力短缺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營運壓力。為挽留熟練

技工，本集團需要提高薪金及福利待遇。勞工問題仍舊困擾本集團，加上工人之工作、居

住及安全標準不斷提高，更添成本考慮。鑑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所有中國廠房之額外勞工

成本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17,490,000港元。

這些因素最終導致本集團之整體銷售成本大幅上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整體毛利率下降至約17.1%（二零零五年︰約19.3%）。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採取嚴格有效的成本監控，成功令行政開支保持在穩定合理之水

平。由於本集團繼續致力產品多元化發展策略和提升生產力，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2,43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28,036,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44港仙（二零零五年︰約5.09

港仙）。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由二零零五年

度約28,036,000港元下跌約30.7%至本年度溢利約19,43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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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電子產品（主要為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專注於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之製造及市場推廣。由於現有

主要日本客戶業務增長，加上本集團與多個潛在客戶建立良好關係，本集團透過擴大原設

計製造產品(「ODM產品」)及原設備製造(「OEM產品」)業務，於去年得以增加其收益。該等

產品包括供網上銀行系統使用之SIM卡讀取器、數碼打印機控制面板、保安系統、博彩裝

置、打印機／傳真／掃瞄器／影印機（多功能）控制面板、電子汽車性能測試儀、互動電子

辭典及射頻價格標籤。基於以上產品性質，董事認為把業務分部名稱由「電子計算機及電子

記事簿」改為「電子產品」較為合適。

雖然全球經濟整體存在不明朗因素，但市場對本集團電子產品之需求續見增長，惟競爭仍

然激烈。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子產品之營業額仍佔本集團收益之主

要部份，增至約476,62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419,72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67.5%。

本集團擁有一支專業及努力不懈的研發隊伍，故可繼續專注開發高質素、可靠及創新之產

品。

本集團之工程部具多方面專長，產品開發工程師及設計師來自香港及中國，負責新產品從

概念至生產過程中設計、測試至品質之工作，能把客戶之構思轉化為成品。本集團產品行

銷世界各地，除「Karce」品牌已建立廣闊而穩固之海外客戶基礎，本集團更將業務擴展至

ODM及OEM產品市場。董事相信這項長期投資可為經挑選新產品類別以及開發中之ODM及

OEM業務奠定良好增長基礎。

於回顧年度內，由於原材料（特別是塑膠材料）成本及勞工成本持續上升，加上進口運費及

運輸成本因燃料成本上漲而不斷上升，本集團在控制此方面的成本增加承受巨大壓力。中

國電力供應不穩定，經常導致生產中斷，亦增加了營運成本；而珠江三角洲技術工人不足

亦拉低生產及成本效益。

隨著勞工及員工成本急升，經營業績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8,113,000

港元減少約30.8%，至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33,306,000港元。

導電硅橡膠按鍵

為應付本集團於銷售方面之大幅增長，本集團集中發展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及高增值塑膠

加橡膠電話按鍵產品，以及把客戶基礎擴展至不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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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之營業額增加約26.1%至

約101,24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80,299,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4.3%。

導電硅橡膠按鍵為生產電子計算機、電子記事簿、手提電話及影音產品之重要組件。該業

務佔本集團業務日益重要部份，為本集團本年度帶來經營溢利增長至約5,48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約4,799,000港元）。董事有信心這項持續溢利增長有助提高本集團之股東價值。

董事預期，由於此產品將可繼續滿足客戶之期望及需要，加上產量隨着垂直生產線擴充而

增加，故董事有信心此業務可符合管理層之預期並在來年有可觀增長。

印製電路板

於回顧年度內，印製電路板之市場競爭極為激烈。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印製電路板之營業額下跌至約127,99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143,387,000港元），佔本集

團營業額約18.1%。在回顧年度內，業務策略集中在整合主要客戶基礎，以及為日本及亞太

地區知名客戶服務。

由於生產設施已達生產力上限，因此需把一些工序外判予分包商。此舉削減了印製電路板

之溢利，並錄得負溢利約11,05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經營虧損約7,970,000港元）。

由於環球市場對於印製電路板之需求與日俱增，本集團已勾劃出策略性生產藍圖及大幅擴

充生產規模，以盡量享受經濟規模生產之好處。

為配合印製電路板營業額之顯著增長，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開始興建一座新工廠大樓，預期

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落成。本集團亦將添置新設備和機器，以把垂直生產單位集中於新

工廠大樓內。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生產大樓已接近完工階段。預期新工廠大樓將從兩方面

大大提升本集團之競爭力︰優化生產程序及即時提升本集團之生產力約30-40%。本集團之

管理層相信，新增生產力將可滿足印製電路板分部不斷上升之需求，亦同時帶來提高產量

及有效降低單位生產成本之策略性機會。

管理層認為，此有賴本集團不斷提升產品質素及營運效率之長期決心及持續努力。

其他業務

於過往年度，其他業務指電子玩具產品業務（例如嬰兒玩具及電子教學產品）。由於競爭激

烈、市場推廣成本不斷上升及價格競爭等因素對業績產生不利影響，本集團決定重組這一

部份投資，將資源重新投放至回報較高之其他主要核心業務，包括電子產品、導電硅橡膠

按鍵、印製電路板及其他ODM及OEM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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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回顧年度內，此一分部錄得經營業績為零（二零零五年︰經營虧損約7,236,000港

元）。

可供出售投資

Ascalade Communications Inc. （「Ascalade Inc.」）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多

倫多證交所」）成功上市。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佔Ascalade Inc.股權維持

於約14.7%。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無法再對Ascalade Inc.行使重大影

響，故Ascalade Inc.被歸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按Ascalade Inc.公佈之年度業績，該公司將繼續專注於在VoIP（互聯網協議語音傳送）及WiFi

（無線上網）等新領域加速技術改良。董事對Ascalade Inc.之前景充滿信心，相信該投資長遠

將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Ascalade Inc.之其他資料請瀏覽SEDAR，網址為www.sedar.com。

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按各結算日期之公平值計算，使本集團承受股票證券價格風險。公

平值之改變於權益內確認，直至財務資產被出售或確認出現減值，於該時候，之前於權益

確認之累計收益或虧損將從權益中移除，並於綜合損益表中確認。

於回顧年度內，於Ascalade Inc.之投資因其股價下跌至其招股價以下而受損。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主要由於數碼無線電話分部業務市場競爭劇烈及受減價影響，預期將取得之遠期訂

單將減少，故Ascalade Inc.把其按年比銷售增長及每股基本盈利指引向下修訂。此改變亦反

映來自其最大客戶之VoIP產品訂單增加速度較預期慢。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之公佈所述，董事會定期檢討可供出售投資之價值，並將於需

要時考慮作出足夠之減值。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為審慎起見作

出可供出售投資減值約17,000,000港元。因此於Ascalade Inc.之投資之公平值減少相當於投

資重估儲備削減約24,266,000港元至負額投資重估儲備約3,470,000港元。

Ascalade Inc.股份之首個及第二個禁售期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結束，董事認為透過出售將本集團於Ascalade Inc.部份投資變現屬審慎決定，藉

以平衡可能存在之風險，以及在短時間內提高流動資金及改善現金流量。

董事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提供最新有關資料。

未來計劃及展望

本集團之增長前景將繼續由自然增長、外判安排及細選收購項目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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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元㶅價、利率及能源價格穩定，全球經濟於二零零七年可望溫和增長。香港將繼續

受惠於中國之強勁經濟增長。本集團將繼續於中國及海外尋求新機會。展望未來，全球主

要經濟體系將健康發展，而中國及亞洲之強勁發展將為全球趨勢帶來支持。憑著本集團多

元化之全球業務組合及穩健財務狀況，董事有信心本集團之業務於二零零七年將繼續有良

好表現。

董事將密切留意該等市場之發展，及在推行投資及推廣計劃時採取較保守策略。與此同時，

董事將致力簡化其營運，以提升營運效率及更有效控制勞工及分銷成本。董事亦將專注發

展高增值產品，以維持本集團於市場之領導地位。此外，本集團亦會繼續擴展產品種類，

壯大ODM及OEM業務。

憑著此等令人鼓舞之趨勢及本集團穩健之財務狀況，加上本集團之增長平台經優化及加強，

董事有信心於下一個財政年度進一步提升業績。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下降至約416,487,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則約為441,446,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及長

期計息債項佔股東資金約10.6%（二零零五年：約13.1%）。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其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投資，令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定期存款及現金結存減少至約65,89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92,064,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多間銀行之融資總額度約為249,123,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約281,900,000港元）。於香港之貿易及透支之銀行融資總額度約為216,206,000港

元（二零零五年：約234,4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約

3,11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約3,988,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流動比率約為1.4（二零零五年：約1.5），此乃按流動資產約293,889,000港元

及流動負債約205,694,000港元之基準計算。二零零六年之速動比率約為0.9（二零零五年：約

1.1）。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債項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合約責任）約為44,320,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約57,860,000港元），約佔股東資金總額約10.6%（二零零五年：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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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仔細考慮現金淨值結餘及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足之財政

資源以應付其日後拓展計劃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乃以港元或美元結算。作為提供額外保障之措施，

本集團使用多項衍生工具管理其應收款項和應付款項之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未到期之衍生工具之公允值，指本集團在該等合約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將作平倉之情況下將收取／支付之淨金額。有關收益主要來

自期末時港元遠期貨幣市場之溢價。在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採納新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工具：確認和計量。該等仍未到期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已作為資產或負債確認。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其在中國之附屬公司的淨現金流量及淨營運資金㶅兌。本集團

之管理層將透過自然對沖、期匯合約及期權積極對沖外匯風險。本集團嚴禁進行投機性貨

幣交易。貨幣風險由香港總公司統一管理。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及負債、收益及支出乃以港元或美元結算。因此，董事

認為本集團所承受之外匯波動風險實屬微不足道。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6,56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80名駐於香港，而

約6,480名駐於中國。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之表現釐定其員工薪酬。僱員亦可參與

本公司之認購股權計劃。

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2.1，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

司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之

角色並無區分，乃由唐錫麟先生一人兼任。董事認為此組織結構將不會損害董事與本公司

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平衡，並相信此組織結構將可令本集團迅速及有效率地作出和落

實決定。

至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面，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行為守則，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

規定標準相若。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直符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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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中將載有詳盡之企業管治報告，當中載述本集團的管治架構，及闡

釋如何應用該守則之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

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綜合業績。

該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孫耀全先生、葛根祥先生及陳浩文先生。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同意，本初步公佈所載之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據，等同本年度本

集團經審核之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金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

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

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亦不會就此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本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在聯交所以總代價2,074,520港元（未計開支）購回本公司6,420,000

股股份。董事進行上述回購旨在提高長遠股東價值。有關回購詳情如下︰

購回 支付之 支付之 支付之

回購月份 普通股總數 最高每股價格 最低每股價格 總代價

二零零六年三月 800,000 0.270 0.265 213,500

二零零六年四月 2,048,000 0.355 0.285 659,180

二零零六年五月 2,968,000 0.375 0.320 1,036,720

二零零六年九月 332,000 0.280 0.280 92,960

二零零六年十月 72,000 0.280 0.280 20,160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200,000 0.270 0.250 52,000

6,420,000 2,074,520

本公司於年內交付股票時註銷該等股份。註銷股份之面值轉撥至資本贖回儲備，而有關付

出總代價由本公司保留溢利撥付。

除此之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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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其他財務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包括此兩段在內）規定所有資料之其他財務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頁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唐錫麟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即唐錫麟先生、高麗瓊女士及鍾惠愉女士）、兩位

非執行董事（即李國樑先生及楊耀宗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耀全先生、葛根祥先

生及陳浩文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