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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9）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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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至約735,114,000港元。

本年度虧損約64,750,000港元。

不包括約5,683,000港元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及約28,008,000港元之可供出售投資
之減值虧損，本年度EBITDA（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9,866,000港元。

銀行結存及現金約有53,179,000港元。

總資產淨值約為375,03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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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9,000港元，佔股東資金總
額約16.3%。

每股基本虧損約為11.89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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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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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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735,114 705,859
銷售成本 (664,381) (585,383)

毛利 70,733 120,476
其他收入 4 1,788 4,616
銷售及分銷費用 (18,659) (12,362)
行政開支 (81,623) (88,132)
融資成本 5 (4,626) (3,60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 3,252 1,09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 (5,683) (585)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28,008) (17,000)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62,826) 4,500

稅項 7 (1,924) (2,069)

本年度（虧損）溢利 (64,750) 2,431

股息 8 5,444 5,460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港仙） (11.8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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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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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71,579 63,542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2,095 237,195
預付租金 18,046 17,573
可供出售投資 — 54,079
會所債券 1,180 1,180

342,900 373,569

流動資產
存貨 129,030 107,3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09,277 120,405
可供出售投資 29,541 —
衍生金融工具 5,543 27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3,179 65,890

326,570 293,88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71,153 163,960
衍生金融工具 22,734 2,311
稅項負債 18,651 20,715
融資租賃責任－於一年內到期 3,714 5,875
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46,494 12,833

262,746 205,694

流動資產淨值 63,824 88,195

406,724 461,7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4,436 54,436
儲備 320,595 362,051

375,031 416,48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於一年後到期 1,887 5,528
銀行貸款－於一年後到期 9,164 20,084
遞延稅項負債 20,642 19,665

31,693 45,277

406,724 46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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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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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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的新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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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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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內置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集團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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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無須對過往期間進行調整。

本集團追溯應用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披露要求。在以前
年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要求而呈報的部份資料已撤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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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要求的相關比較資料在本年度首次呈報。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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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 顧客忠誠度計劃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設定受益資產的
上限，最低資金要求規定及其相互
關係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首個年報期開始之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
關於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該變動將列作股
權交易。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增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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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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硅橡膠按鍵及印製電路
板。

二零零七年

導電
電子產品 硅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538,627 97,565 98,922 — 735,114
部間銷售 3,273 16,486 28,159 (47,918) —

總額 541,900 114,051 127,081 (47,918) 735,114

業績
分部業績 (8,594) (49) (13,421) — (22,064)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445)
融資成本 (4,626)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28,00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虧損 (5,683)

除稅前虧損 (62,826)
稅項 (1,924)

本年度虧損 (64,750)

資產
分部資產 419,441 103,624 108,003 631,068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38,402

綜合總資產 669,470

負債
分部負債 106,227 23,392 39,080 168,699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125,740

綜合總負債 294,439

導電
電子產品 硅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3,206 5,186 13,494 31,88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426 8,016 8,200 602 35,244
預付租金攤銷 345 88 28 461
陳舊及滯銷存貨之確認撥備
（撥回撥備） 3,061 (371) 493 3,183
呆賬之確認撥備 1,163 2,521 846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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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導電
電子產品 硅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撇減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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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1 5,480 (11,057) — 2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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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虧損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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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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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電
電子產品 硅橡膠按鍵 印製電路板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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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6 7,048 7,135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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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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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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亞洲
國家及美國。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之分析如下：

收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附註a） 284,513 279,557
歐洲 169,524 110,606
日本（附註b） 84,882 78,138
其他亞洲國家 72,704 106,747
美國 55,089 28,325
中國 51,608 90,204
其他 16,794 12,282

735,114 7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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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額大部分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1,330 3,6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27 —
建築物重估盈餘 331 86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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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3 2,919
融資租賃責任 533 684

4,626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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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下列項目後計算：

核數師酬金 1,421 1,321
折舊：
自有資產 32,739 26,449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2,505 4,512

預付租金攤銷 461 445
呆賬撥備 4,530 1,862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664,381 585,383
陳舊及滯銷存貨提撥／（撥回）撥備 3,183 (2,394)
僱員成本 162,413 141,477
經營租賃租金 1,429 2,0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1,02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包括：
已變現收益 (9,476) (1,447)
未變現虧損 15,159 2,032

並經計入下列項目：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7,457 7,325
減：年內產生租金收入投資物業之直接營運開支 (520) (495)

6,937 6,830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557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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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75  2,223
往年度超額撥備 (351) (457)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2,389 966
往年度超額撥備 (943) (957)

1,170 1,77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813 294
產生自稅率調整 (59) —

1,924 2,069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稅率（二零零六年：17.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有關地區現行稅率27%（二零零六年：27%）計算。

8. 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已派付之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每股1港仙

（二零零五年：1港仙） 5,444 5,460

董事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9.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計算方法，乃根據年內虧損64,75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溢利2,431,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544,356,000股普通股（二零零六年：加權平均數546,692,000股）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均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並無計算上述兩個年度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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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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69,780 55,482
過期不超過30日 13,289 34,577
過期31至60日 5,158 9,453
過期61至90日 7,692 4,793
過期超過90日 2,613 8,292

98,532 112,597
其他應收款項 10,273 7,360
預付租金 472 448

109,277 120,405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過期不超過30日 117,746 72,414
過期31至60日 6,166 15,476
過期61至90日 2,385 8,889
過期超過90日 4,713 7,960

131,010 104,739
其他應付款項 40,143 59,221

171,153 16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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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由於宏觀環境不明朗，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以保障集團之利益。

暫停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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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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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秘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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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約735,114,000港元收益，較二零零六年
年度之約705,859,000港元增加約4.1%。

由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成本持續上升，尤其於工資、電力、運輸及原材料成本方
面，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下跌約7.5%至約9.6%（二零零六年：約17.1%）。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已訂立若干外匯及利率衍生金融工具以管理其所面對之外幣匯率及利率
風險。該等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須於結算日重新計算。因此，本集團作出約5,683,000港元
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二零零六年：約585,000港元）。

此外，董事亦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約28,008,000港元之可供出售投資
之減值虧損（二零零六年：約17,000,000港元）。

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64,750,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溢利淨額約2,431,000港元）。

於分析本公司之盈利能力時，EBITDA（不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及可供出售投資
之減值虧損）為約9,86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53,433,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約11.89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盈利
約0.4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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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回顧及業績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增強其於原設計製造產品（「ODM產品」）
及原設備製造產品（「OEM產品」）之電子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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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競爭力。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整體的產品銷量錄得增長，營業額達至
735,114,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年度約705,859,000港元上升約4.1%。

本集團為客戶度身訂做之一站式服務，以滿足世界尤其於日本及歐洲知名品牌客戶之需求及
個別要求。

憑藉其卓越之生產及產品開發優勢，本集團目前正集中開發優質電子產品，藉此將產品組合
提升至更高檔次。

儘管業務及經營環境普遍存在不明朗因素，但可喜的是全球市場之外判趨勢不能逆轉，此情
況於電子業尤為明顯。然而，製造商須同時繼續在生產範疇（尤其是中國）面對愈來愈嚴峻之
挑戰。

由於電子製造乃高勞工密集之行業，中國之成本持續上升，加上富經驗及熟練工人短缺，令
本已受到電力、物料及運輸成本上升影響之營商環境倍加困難。營運效率及生產設施之適度
運用亦受到影響。

本集團之核心盈利能力在多方面受到成本上升之因素影響。首先，原油價格上升推高塑膠組
件與導電硅橡膠之成本及相關進口運費，從而令物料成本出現溫和增長。

此外，人民幣持續升值亦嚴重打擊出口企業。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所有位於中國之工廠之勞工成本合共增加約14,616,000港元。

上述因素皆導致本集團之整體銷售成本大幅上漲。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整體毛利率下降至約9.6%（二零零六年：約17.1%）。

本集團長期於其業務中實踐具成本效益之原則。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亦不斷致力控制及減少
銷售及行政成本至穩定及合理之水平。

於回顧年度，來自香港、歐洲、日本、美國及其他客戶之訂單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約38.7%（二
零零六年：約39.6%）、約23.1%（二零零六年：約15.7%）、約11.5%（二零零六年：約11.1%）、
約7.5%（二零零六年：約4.0%）及約19.2%（二零零六年：約29.6%）。從此市場組合可見，本集
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仍能持續在香港及日本市場取得穩定收益，以及能將歐洲市場發展為
集團的營業額增長新動力，並藉此市場取得更高的平均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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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電子產品

於回顧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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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造及市場推
廣。

透過擴大原設計製造產品(「ODM產品」)及原設備製造(「O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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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產品業務，
來自電子產品之營業額依然強勁，並增加約13.0%至約538,62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
476,623,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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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管理層已推行一系列嚴格控制成本及營運效率之措施，以維持產品價格於有利可圖的
合理水平。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經歷在中國之成本全面大幅上漲，包括原材料上升約27.2%，勞工成本上
升約22.3%，電力上升約7.4%，及運輸成本上升約9.4%。

鑒於上述成本急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電子產品之經營業績虧
損約8,59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經營溢利約33,891,000港元）。

於考慮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後，電子產品分部之EBITDA（不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
動虧損）約6,929,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42,656,000港元）。

為貫徹減少盈利偏低產品之策略，本集團繼續憑藉其專業及努力不懈的研發隊伍，專注開發
高質素、可靠及創新的產品。

展望未來，董事有信心營業額將於來年繼續增長。

導電硅橡膠按鍵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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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下跌約3.6%
至約97,56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101,241,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3.3%。

於回顧年度，此分部主要受導電硅橡膠及塑膠組件等原材料價格不穩所影響。部份客戶決定
不發出訂單及縮短成品交貨期。因此，平均售價受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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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本集團已積極控制成本，營運效率亦有所改善，惟本年度分部業績依然較去年溢
利約5,480,000港元下跌輕微虧損至約49,000港元。

事實上，導電硅橡按鍵乃生產電子計算機、電子記事簿、手提電話及影音產品之重要組件。
市場上出現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故此業務將成為本集團日益重要的部份。

董事有信心，繼續提供優質及穩定產品，以及提供客戶支援，將有助帶領本集團之業績更上
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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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印製電路板之營業額減至約98,922,000港元（二零零六：約127,995,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約22.7%。在回顧年度，業務策略集中在鞏固主要客戶基礎，以及為日本及亞太地區知名客戶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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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計劃之顯著增長，本集團在中國東莞虎門鎮路東管理區現有廠區
內興建了一座額外工廠綜合大樓，以生產印製電路板產品。該幢工廠綜合大樓已增加本集團
每月印製電路板產能約300,000平方米可供銷售單位之印製電路板，於二零零七年其產能使用
率僅為65%。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新建工廠綜合大樓之折舊支出及有關銀行借貸
之利息成本分別上升約14.5%及149.0%至約8,200,000港元及約401,000港元。此削減了對印製
電路板之溢利貢獻，並錄得負貢獻約13,42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經營虧損約11,057,000港
元）。

隨著新廠房落成啟用，本集團有能力生產高價印製電路板產品，並可於來年繼續取得著名客
戶的新訂單。董事會相信，提升生產力可為日後長遠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令本集團可應付更
多客戶之訂單，且在來年達致規模經濟效益而受惠。

可供出售投資

Ascalade Communications Inc.（「Ascalade Inc.」）乃根據英屬哥倫比亞省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
其證券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為「ACG」。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應佔Ascalade Inc.權益維持約14.7%。Ascalade Inc.被歸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按各結算日期之公平值計算，使本集團承受股本證券價格風險。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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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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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之公佈所述，董事注意到Ascalade Inc.之股價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二
十九日（即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最後交易日）之2.5加元下跌約25.6%至二零
零七年八月十四日之1.86加元。由於上述可供出售投資股價下跌，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內作出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約16,000,000
港元屬審慎決定。

董事亦注意到Ascalade Inc.之股價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一步減至1.25加元，而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約28,008,000港元屬審慎決定（二
零零六年：約17,000,000港元）。

如二零零六年年報及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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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期間，本集團向市場出售約4.9%Ascalade Inc.
股份，並收取總額約6,015,000港元。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及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之公佈所述，董事會注意到Ascalade
Inc.由於無能力提供營運資金以應付客戶之要求，故根據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公司債權人安
排法案」）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加拿大時間）向英屬哥倫比亞最高法院尋求債權人保護令，
並取得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保護令，為期直至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屆滿。此外，Ascalade Inc.
之附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166節將一項計劃安排存檔。董事從Ascalade Inc.
之新聞公告進一步注意到Ascalade Inc.於中國營運之廠房亦開始集中於有系統地結束營運，以
及出售其存貨及其他資產，Ascalade Inc.亦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加拿大時間）終止
接收新訂單。有關Ascalade Inc.之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保護令詳請已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
月四日及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之公佈披露。

由於Ascalade Inc.正受到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保護令所保護，本集團預期其可供出售投資將出
現進一步減值虧損。然而，於Ascalade Inc.之重組過程結束前，將無法斷定對於Ascalade Inc.
股東所帶來之影響。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加拿大時間），即本業績公佈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Ascalade Inc.
之股價進一步跌至0.085加元。

董事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更新進程。

有關Ascalade Inc.之其他資料刊載於SEDAR（www.sedar.com）。

未來計劃及展望

展望二零零八年，美國次按信貸危機、樓市持續下挫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壓力，可能繼續
對美國經濟構成不利影響。美國經濟之疲弱趨勢、美元之弱勢及能源價格高昂，對全球其他
地區之經濟將有不同程度之波及。

本集團仍然預期來自歐洲之銷售將繼續增長，故本集團於來年之收益及溢利將達至溫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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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深化宏觀調控雖令增長放緩，但長遠而言有利各方面之經濟發展，並有助維持其長期增
長潛力。香港與亞洲區將繼續因內地之增長及發展而受惠。集團在全球各地之多元化業務均
保持穩健，財務狀況良好，並具備繼續發展之有利條件。

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招徠客戶以進一步壯大其電子產品部門。為加強其為現有客戶及潛在
新客戶服務之能力，本集團將不斷綜合現時業務，並投放更多資源於電子產品及導電硅橡膠
按鍵產品分部以提升其生產力及效率，藉此追求新的進步空間。

本集團預期電子產品將於未來數年成為主要類別。鑒於現時市況及不明朗之營運因素，持續
將資源轉移投放於利潤較高之產品分類，預期可於日後令本集團之核心盈利能力持續改善。

另一方面，本集團將透過在中國內地尋求合併及收購機會以取得增長。憑藉優秀的管理團隊
所作出之竭力支援，本集團對未來之挑戰與機會充滿信心。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下降至約375,031,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則約為416,487,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及長期計
息債項佔股東資金約16.3%（二零零六年：約10.6%）。

如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一日之公佈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完成盡力配售協議及
認購新股，透過發行108,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每股股份作價0.30港元，扣除有
關開支後籌得約31,000,000港元資金。

認購所籌得資金淨額將用作支付本集團目前營運及未來業務拓展。

董事相信上述集資活動能夠擴闊股東基礎、加強其資本基礎及財政狀況以助未來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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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定期存款及現金結存減少至約53,179,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65,89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多間銀行之融資總額度約為194,708,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約249,123,000港元）。於香港之貿易及透支之銀行融資總額度約為170,966,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約216,206,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約10,799,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約3,1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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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流動比率約為1.2（二零零六年：約1.4），此乃按流動資產約326,570,000港元及
流動負債約262,746,000港元之基準計算。二零零七年之速動比率約為0.8（二零零六年：約0.9）。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債項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合約責任）約為61,259,000
港元（二零零六年：約44,320,000港元），約佔股東資金總額約16.3%（二零零六年：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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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及人民幣結算。採用保守方法管理
外匯風險乃本集團之政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控其外匯風險及市場狀況，以確定是否需
要採取對沖措施。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香港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作為營運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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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未到期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指本集團在該等合約於
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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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尚未到期衍生工
具之公平值已確認為資產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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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6,08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80名駐於香港，而約
6,000名駐於中國。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現時之市場薪酬水平，以及各公司及員工個別
之表現為基準釐訂。僱員亦可參與本公司之認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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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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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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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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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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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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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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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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位執行董事（即唐錫麟先生、高麗瓊女士、鍾惠愉女士、
詹劍崙先生及鄭國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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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