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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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RC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9）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概要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減少約�7.6%至約70,6��,000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約為77,0��,000港元，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
業務之虧損總額達約�69,7��,000港元。

不包括約3�,000港元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及約�3,�6�,000港元之可供出售投
資減值虧損，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EBITDA（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
利）錄得虧損約44,374,000港元。

資產淨值約為��3,�70,000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港仙，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
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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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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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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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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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70,681  97,�6�
銷售成本  (100,612 ) (93,97� )    

毛（損）╱利  (29,931 ) 3,�9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03  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45 ) (�,3�0 )
行政開支  (22,146 ) (�7,�3� )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損  (23,268 ) (��,00� )
融資成本 � (291 ) (��4 )    

除稅前虧損 6 (76,978 ) (43,79� )
所得稅開支 7 (34 ) (3��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77,012 ) (44,�43 )    

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3 (92,716 ) (�0,607 )    

本年度虧損  (169,728 ) (64,7�0 )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9,728 ) (64,7�0 )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26.62 ) (��.�9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2.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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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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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  7�,�79
物業、廠房及設備  53,676  ���,09�
預付租金  3,526  ��,046
可供出售投資  8,241  –
會所債券  600  �,��0    

  66,043  34�,900    

流動資產
存貨  7,074  ��9,03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0 29,782  99,0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28,899  �0,�79
可供出售投資  –  �9,�4�
衍生金融工具  –  �,�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09  �3,�79    

  67,364  3�6,�7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4 382,490  –    

  449,854  3�6,�7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 22,139  �3�,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815  40,�43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5,500  –
衍生金融工具  –  ��,734
稅項負債  20  ��,6��
融資租賃責任
 －於一年內到期  –  3,7�4
銀行貸款
 －於一年內到期  –  46,494    

  68,474  �6�,746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4 190,971  –    

  259,445  �6�,746    

流動資產淨值  190,409  6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6,452  4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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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5,236  �4,436
儲備  188,034  3�0,�9�    

  253,270  37�,0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於一年後到期  –  �,��7
銀行貸款
 －於一年後到期  –  9,�64
遞延稅項負債  3,182  �0,64�    

  3,182  3�,693    

  256,452  4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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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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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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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用以下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修訂及詮釋現正或已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詮釋第��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4號  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互動關係

應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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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及第�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4

 －詮釋第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淨投資之對沖6

 －詮釋第�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詮釋第�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轉讓之資產7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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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
訂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接獲客戶之資產轉讓有效

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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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經修訂）將
會影響有關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之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按業務劃分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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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乃按照上述營運部門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部門間銷售乃按成本加漲價計算。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出售其印製電路板業務，以及董事會宣佈計劃出售其電子產品業務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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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八年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導電硅        印製
 橡膠按鍵  撇減  合計  電子產品  電路板  撇減  合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70,681  –  70,681  512,847  61,555  –  574,402  645,083
部間銷售 16,239  (16,239 ) –  5,041  18,824  (23,865 ) –  –               

總額 86,920  (16,239 ) 70,681  517,888  80,379  (23,865 ) 574,402  645,083               

業績
分部業績 (28,809 ) (14,957 ) (43,766 ) (8,951 ) (50,392 ) 14,957  (44,386 ) (88,152 )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9,691 )       –  (9,691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31,606 ) (31,606 )
融資成本     (291 )       (4,412 ) (4,703 )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
 減值虧損     (23,268 )       –  (23,268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收益╱（虧損）     38        (5,917 ) (5,879 )               

除稅前虧損     (76,978 )       (86,321 ) (163,299 )
所得稅開支     (34 )       (6,395 ) (6,429 )               

本年度虧損     (77,012 )       (92,716 ) (169,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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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資產負債表

 導電硅  電子產品
 橡膠按鍵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90,886  382,490  473,376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42,521     

綜合資產總額     515,897     

負債
分部負債 32,225  190,971  223,196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39,431     

綜合負債總額     262,627     

其他資料

 持續
 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導電硅    印製
 橡膠按鍵  電子產品  電路板  合計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496  10,362  3,882  14,244  –  20,74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006  21,159  7,478  28,637  980  37,623
預付租金攤銷 97  368  24  392  –  489
陳舊及滯銷存貨
 撇減╱（撥回） 1,065  –  (2,499 ) (2,499 ) –  (1,434 )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
 之減值虧損 594  5,695  572  6,267  –  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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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導電硅        印製
 橡膠按鍵  撇減  合計  電子產品  電路板  撇減  合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97,�6�  –  97,�6�  �3�,6�7  9�,9��  –  637,�49  73�,��4
部間銷售 �6,4�6  (�6,4�6 ) –  3,�73  ��,��9  (3�,43� ) –  –               

總額 ��4,0��  (�6,4�6 ) 97,�6�  �4�,900  ��7,0��  (3�,43� ) 637,�49  73�,��4               

業績
分部業績 �,��9  (��,34� ) (�3,��9 ) (�0,46� ) (�3,4�� ) ��,34�  (�,�3� ) (��,064 )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44� )       –  (�,44� )
融資成本     (��4 )       (4,07� ) (4,6�6 )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 
 減值虧損     (��,00� )       –  (��,00�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收益╱（虧損）     74�        (6,4�� ) (�,6�3 )               

除稅前虧損     (43,79� )       (�9,03� ) (6�,��6 )
所得稅開支     (3�� )       (�,�7� ) (�,9�4 )               

本年度虧損     (44,�43 )       (�0,607 ) (6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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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資產負債表

 導電硅  電子產品  印製電路板
 橡膠按鍵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03,6�4  4�9,44�  �0�,003  63�,06�
未分配之企業資產       3�,40�       

綜合資產總額       669,470       

負債
分部負債 �3,39�  �06,��7  39,0�0  �6�,699
未分配之企業負債       ���,740       

綜合負債總額       �94,439       

其他資料

 持續
 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導電硅    印製
 橡膠按鍵  電子產品  電路板  合計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  �3,�06  �3,494  �6,700  –  3�,��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0�6  ��,4�6  �,�00  �6,6�6  60�  3�,�44
預付租金攤銷 ��  34�  ��  373  –  46�
陳舊及滯銷存貨（撥回）╱
 撇減 (37� ) 3,06�  493  3,��4  –  3,��3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之
 減值虧損 �,��0  �,�63  �47  �,0�0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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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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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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4,403  6�,779  193,674  ���,734  208,077  ��4,��3
中國 56,252  �3,7�7  26,190  �7,���  82,442  ��,60�
歐洲 26  ���  164,861  �69,399  164,887  �69,��4
日本 –  –  68,633  �4,���  68,633  �4,���
其他亞洲國家 –  4,904  54,061  67,�00  54,061  7�,704
美國 –  –  42,399  ��,0�9  42,399  ��,0�9
其他 –  –  24,584  �6,794  24,584  �6,794           

 70,681  97,�6�  574,402  637,�49  645,083  73�,��4           

分部資產之賬面值及所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按其所處地域之分析如下：

 分部資產賬面值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7,964  �4�,73�  2,568  �3�
中國 385,412  4��,336  18,172  3�,7�4       

 473,376  63�,06�  20,74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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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64  9�  329  �,�3�  393  �,330
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收益 67  –  149  ��7  216  ��7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
 之減值虧損撥回 72  –  451  –  523  –
樓宇重估盈餘 –  –  484  33�  484  33�
投資物業公平值
 變動收益 –  –  128  3,���  128  3,���           

 203  9�  1,541  4,94�  1,744  �,040           

5. 融資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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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4  2,466  3,�39  2,568  4,093
 融資租賃責任 –  –  �9�  �33  �9�  �33
透支及其他融資成本 189  –  1,754  –  1,943  –           

 291  ��4  4,412  4,07�  4,703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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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經
 扣除下列項目：
核數師酬金 309  994  511  4�7  820  �,4��
折舊：
 －自有資產 8,339  7,970  28,067  �4,769  36,406  3�,739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
   之資產 647  64�  570  �,��7  1,217  �,�0�
預付租金攤銷 97  ��  392  373  489  46�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之
 減值虧損 594  �,��0  6,267  �,0�0  6,861  4,�30
就會所債券確認
 之減值虧損 580  –  –  –  580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258  –  –  –  258  –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99,520  93,97�  528,001  �70,4�0  627,521  664,3��
陳舊及滯銷存貨
 撇減╱（撥回） 1,065  (37� ) (2,499 ) 3,��4  (1,434 ) 3,��3
董事酬金 530  600  4,823  �,�73  5,353  �,�73
其他僱員成本 33,998  3�,93�  130,019  ��0,7�4  164,017  ���,7�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71  ��9  2,724  3,�6�  3,395  3,��4           

僱員成本 35,199  33,09�  137,566  ��9,3��  172,765  �6�,4�3
經營租賃租金 81  �46  418  �,��3  499  �,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2  –  364  –  456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虧損包括：
 －已變現（收益）╱虧損 (38 ) (�,6�4 ) 5,202  (7,79� ) 5,164  (9,476 )
 －未變現虧損 –  939  715  �4,��0  715  ��,��9           

 (38 ) (74� ) 5,917  6,4��  5,879  �,6�3

並經計入下列項目︰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  –  185  7,4�7  185  7,4�7
減︰年內產生租金收入投資
   物業之直接營運開支 –  –  (36 ) (��0 ) (36 ) (��0 )           

 –  –  149  6,937  149  6,937

外匯收益，淨額 –  –  7,667  �77  7,66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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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7�  –  7�
 中國企業所得稅 –  3��  5,185  �,037  5,185  �,3�9           

 –  3��  5,185  �,���  5,185  �,464           

過往年度即期稅項
 （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34  –  –  (3�� ) 34  (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1,098  (943 ) 1,098  (943 )           

 34  –  1,098  (�,�94 ) 1,132  (�,�94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  112  ��3  112  ��3
 產生自稅率調整 –  –  –  (�9 ) –  (�9 )           

 –  –  112  7�4  112  7�4           

 34  3��  6,395  �,�7�  6,429  �,9�4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將
企業利得稅率由�7.�%下調至�6.�%，自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香港利得
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6.�%稅率（二零零七年：�7.�%）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須按稅率��%（二零零七年：�7%）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他司法權區之稅
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3號頒佈中華人
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國務院頒佈新稅法實施
條例。根據新稅法及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調整為
��%。



- �� -

8. 股息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二零零七年：派付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每股�港仙） –  �,444
   

董事並無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零七年：零）。

9.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本公司股權持有
 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69,728  64,7�0
   

 千股   千股

普通股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7,602  �44,3�6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不存在任何攤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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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數額計算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69,728  64,7�0

減：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92,716 ) (�0,607 )   

就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77,012  44,�43
   

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者相同。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不存在任何攤薄事件。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4.�4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3.79港仙），乃按終止經
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約9�,7�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607,000港元）計算，且所用分母與
上文所述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者相同。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不存在任何攤薄事件。

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1,036  �03,349
減：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1,915 ) (6,�44 )   

 29,121  96,�0�   

應收票據 661  �,�93   

 29,782  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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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60日之信貸期。扣除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備後之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 17,630  69,7�0
過期不超過30日 6,151  �3,��9
過期3�至60日 3,022  �,���
過期6�至90日 2,877  7,69�
過期超過90日 102  3,�79   

 29,782  99,09�
   

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367  �0,�73
減：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566 ) (�66 )   

 28,801  9,707

預付租金 98  47�   

 28,899  �0,�79
   

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或過期不超過30日 12,886  ��7,746
過期3�至60日 3,376  6,�66
過期6�至90日 2,066  �,3��
過期超過90日 3,811  4,7�3   

 22,13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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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印製電路板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二日，本集團與KFE Hong Kong Co., Limited（「KFE Hong Kong」）（作
為買方）及KFE Japan Co. Ltd.（「KFE Japan」）（作為認購股份發行人）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
據此，本集團已同意出售而KFE Hong Kong已同意購買(i)Jet Master Limited（「Jet Master」）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東莞泰山電子有限公司（「泰山」，由Jet Master全資擁有）之全部註冊資
本及(ii)工廠用地、生產設施、物業（連同相關許可證及租賃）、機械設備及排水設施。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後，本集團與KFE Hong Kong及KFE Japan訂立一項補充協
議，據此，本集團已同意按市值出售而KFE Hong Kong已同意按市值購買泰山於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之全部存貨。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之通函。
有關出售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完成。

出售電子產品業務之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本集團與Extract Group Limited（「Extract Group」）訂立一項有條
件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同意出售而Extract Group已同意購買Habermann Limited、
Joyham Jade Limited、Sabic Electronic Limited及Xinyu Electronics Limited之全部權益及應
付股東貸款。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通函。出售事項已於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有關詳情請參閱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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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所載終止經營業務（即印製電路板及電子產品業務）之合併業
績及現金流量載列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收益 574,402  637,�49
開支 (629,117 ) (6�6,��4 )   

除稅前虧損 (54,715 ) (�9,03� )
所得稅開支 (6,395 ) (�,�7� )   

 (61,110 ) (�0,607 )
出售該等業務之虧損 (31,606 ) –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92,716 ) (�0,607 )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25,586 ) (�90 )
來自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61 ) (�7,��7 )
來自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3,777 ) 9,0�6   

現金流出淨額 (29,424 ) (9,3��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電子產品業務已分類及入賬列作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與電子產品業務相關之資產   382,490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190,971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電子產品業務資產淨值（附註）   (191,519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儲備（附註）   10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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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誠如附註�3所述，本集團已訂立一份協議，以出售其電子產品業務，且有關出售已於二零
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於結算日，該等業務分類為持作出售之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
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投資物業 77,40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1,804 
預付租金 14,366 
存貨 83,95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9,0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02 
銀行結存及現金 14,86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電子產品業務資產 382,49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63,708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8,234 )
稅項負債 (21,980 )
衍生金融工具 (715 )
融資租賃責任 (2,770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附註i） (1,500 )
銀行貸款（附註ii） (54,712 )
遞延稅項負債 (17,352 )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電子產品業務負債 (190,971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電子產品業務資產淨值 191,519 
  

  
資本儲備 9,513 
特別儲備 15,930 
資產重估儲備 40,534 
匯兌儲備 35,99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電子產品業務儲備 101,967 
  

  
附註i：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須應要求償還。董事認為，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附註ii：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按高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至�%之浮動利率計息，實際年利
率介乎每年�.3�%至�.�6%（二零零七年：4.3�%至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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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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以保障本集團之利益。

暫停過戶登記

本集團將不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年度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持續經營業務（即導電硅橡膠按鍵業
務）錄得約70,6��,000港元收益，較二零零七年年度之約97,�6�,000港元減少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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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率由二零零七年之盈利約3,�94,000港元下降至二零
零八年之虧損約�9,9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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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結算日重估。概括而言，本集團就持續經營
業務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錄得收益約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74�,000港元），
但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總額達約�,�7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
�,6�3,000港元）。

此外，董事亦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約�3,�6�,000港元之可供出售
投資減值虧損（二零零七年：約��,00�,000港元）。

此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經營業務（即電子產品及印製電路
板業務）產生虧損約9�,7�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0,607,000港元）。

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
�69,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64,7�0,000港元），其中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淨額約為
77,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44,�43,000港元）。

於分析本集團之盈利能力時，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EBITDA（不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
變動收益、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虧損約44,37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7,�6�,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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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
虧損約�6.6�港仙（二零零七年：約��.�9港仙），而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僅約為
��.0�港仙（二零零七年：約�.��港仙）。

管理層回顧及業績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為三個主要業務分部－導電硅橡膠
按鍵、電子產品及印製電路板。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出售表現欠佳之印製電路板業務。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三日，本集團宣佈出售電子產品分部。有關出售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
成。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產品銷量減少，營業額
為約70,6��,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年度約97,�6�,000港元減少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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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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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導電硅橡膠按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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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成本上升因素而有所削弱。首先，原油價格高企推高
塑膠組件之成本及相關進口運費，從而令物料成本出現增長。

此外，人民幣（「人民幣」）持續升值亦嚴重打擊出口企業。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位於中國之工廠之勞工成本增加約�,6��,000港元。

上述因素及電力成本持續攀升導致本集團之整體銷售成本大幅上漲。因此，持續經營業
務之毛利率由二零零七年之盈利約3,�94,000港元下降至二零零八年之虧損約�9,93�,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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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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並於下半年採取強有力之相關措施。

分部分析

導電硅橡膠按鍵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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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約�7.6%
至約70,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97,�6�,000港元）。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高增值塑膠
加橡膠（「P+R」）電話按鍵產品及印色輥市場之競爭較預期變化得更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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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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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
年虧損約�3,��9,000港元下跌至虧損約43,766,000港元。

事實上，導電硅橡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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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業務仍為本集團之重要部份。

董事有信心，繼續提供優質及穩定產品，以及提供客戶支援，將有助推動本集團之業績
表現。

電子產品

透過發展原設計製造產品（「ODM產品」）及原設備製造（「OEM產品」），包括電子學習機、
電子教育遊戲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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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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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濟海嘯導
致營業額減少約4.�%至約���,�4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3�,6�7,000港元）。

本集團管理層已推行一系列措施嚴格控制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率，以維持產品價格於有利
可圖的合理水平。舉例而言，行政勞工成本減少約974,000港元，減幅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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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內地於二零零八年實施新勞動合同法，本集團之生產勞工成本增加約7.�%。
此外，原材料成本仍然高企，約佔營業額之63.0%（二零零七年：約6�.�%）。

鑒於上述成本高企，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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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約�0,46�,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宣佈透過收購投資於LCoS電視之生產及分銷業務。
收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完成。誠如本集團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之
公佈所述，就LCoS之TMDC銷售機器設立之抵押未獲解除，故蘇州廠房及LCoS之生產及
銷售計劃已延遲實行。董事認為，LCoS技術具巨大發展潛力，若能配合所收購集團之原
定生產及銷售計劃，是項投資有望於日後大幅提升本集團之核心盈利能力。本集團預期
LCoS電視將於未來數年成為主要類別。

本集團經已並將會密切監察上述情況並作出一切必要行動，促使蘇州廠房於實際可行情
況下盡快開始試產，使LCoS之商業生產及運作能配合原定計劃。

此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宣佈出售電子產品分部。出售事項已於二零
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出售之電子產品分部之財務業績已入賬列為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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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印製電路板之營業額為約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全年：約
9�,9��,000港元）。在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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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原材料及組件價格持續上漲，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印製電路板分
部業績錄得經營虧損約�0,3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全年：約�3,4��,000港元）。

由於業績惡化，本集團最終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出售印製電路板分部，因而錄得出
售虧損3�,606,000港元。儘管如此，董事認為，本集團可透過出售虧損業務即時獲得現金
收入，以撥付其現有業務營運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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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透過認購KFE Japan認購股份（在名古屋證券交易所上市）
成為KFE Japan股東。本集團已將印製電路板分部出售予KFE Japan，其主要於日本從事
電子產品開發、貿易及製造業務。本集團董事相信，KFE Japan股份認購相比經營印製電
路板分部將會是一項更好之投資。KFE Japan認購股份之價值將入賬列作可供出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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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證券曾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為「ACG」，該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日私有化。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佔Ascalade Inc.權益維持約
9.�%。Ascalade Inc.被歸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於完成出售印製電路板分部後，本集團透過認購KFE Japan認購股份（在名古屋證券交易
所上市）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成為KFE Japan股東。本集團已將印製電路板分部出售予
KFE Japan，其主要於日本從事電子產品開發、貿易及製造業務。KFE Japan認購股份之
價值入賬列作可供出售投資。

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按各結算日之公平值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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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必要時考慮作出足夠之減值。

Ascalade Inc.之股價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加元持續下跌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加元。有見及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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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錄得出售虧損約���,000港元。

如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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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scalade Inc.之附屬公司
根據香港法例第3�章公司條例第�66條提呈計劃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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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在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四日及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之公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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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Ascalade Inc.受到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保護，且其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撤銷上
市地位，本集團決定全數撇銷本集團所持有之Ascalade Inc.股份之價值。因此，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進一步就可供出售投資產生減值虧損�3,�6�,000港
元（二零零七年：約��,00�,000港元）。

董事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提供最新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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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KFE Japan股份亦由於全球經濟海嘯而持續減值。然而，日圓升值帶動是項
投資之價值全面上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港元計值之是項投資價值為
�,�4�,000港元。

未來計劃及展望

展望二零零九年，隨着大多數市場增長放緩及全球主要經濟體衰退，本集團將面臨近年
來最大挑戰。源自美國之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活動在二零零八年最後一季及二零零九
年一至三月份急劇放緩，香港亦已受到影響。然而，中央政府推行刺激經濟措施，內地
經濟發展維持穩健，將可大大緩和外部經濟因素對香港之衝擊。

鑒於當前全球經濟環境，本集團一直致力維持嚴格之經營與財務原則，務求業務策略取
得成功。本集團將不斷綜合現時業務，提升導電硅橡膠按鍵產品分部之生產力及效率。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宣佈透過收購投資於LCoS電視之生產及分銷業務。
收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完成。誠如本集團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之
公佈所述，就LCoS之TMDC銷售機器設立之抵押未獲解除，故蘇州廠房及LCoS之生產及
銷售計劃已延遲實行。

本集團經已並將會密切監察上述情況並作出一切必要行動，促使蘇州廠房於實際可行情
況下盡快開始試產，使LCoS之商業生產及運作能配合原定計劃。

董事認為，LCoS技術具巨大發展潛力，日後料可持續提升本集團之核心盈利能力。本集
團預期LCoS電視將於未來數年成為主要類別。

此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宣佈出售電子產品分部。出售事項已於二零
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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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下降至約��3,�7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則約為37�,03�,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
及長期計息債項佔股東資金約��.7%（二零零七年：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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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補充性配售，透過
發行本集團股本中�0�,000,000股每股面值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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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港元資金。

認購事項所籌得之部份所得款項淨額已由本集團用作撥付有關LCoS電視分部之非常重大
收購事項之部份代價。本集團將部份所得款項淨額償還銀行貸款，餘下之所得款項淨額
則用作支付上述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有關電子產品分部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所產生之專
業人士費用。上述所得款項淨額並無任何未動用之金額。

誠如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所公佈，本集團與各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以按認
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0港元認購�0,000,000股新股份，總代價為�,000,000港元。

相當於�0,000,000股新股份之認購股份佔本集團當時現有已發行股本約7.66%及佔本集團
於緊隨認購事項後之經擴大股本約7.��%。認購股份將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並將各自及與
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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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認為，目前不論時間及成本，認購事項相比其他股本集資活動亦為較
理想之集資方法。本集團會將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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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使用多項低風險衍生工具管理其應收款項和應付款項
之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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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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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於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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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本集
團之管理層將透過自然對沖、遠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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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及人民幣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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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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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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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個二零零
八年，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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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唐先生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辭任後，詹劍崙先生接任主席兼行政總裁，而辛衍忠先生則於二
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接替詹先生出任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定期會面以考慮影響本集團
營運之重大事項。董事認為此組織結構將不會損害董事與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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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納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交易規定
標準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已一直遵守該等行為守則及交易規定標準以及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已聯同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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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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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下列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耀全先生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一日辭任）
葛根祥先生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辭任）
陳浩文先生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辭任）
溫漢強先生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謝旭江先生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獲委任）
陳兆榮先生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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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載其他財務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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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衍忠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計有兩位執行董事（辛衍忠先生及陳崇煒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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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溫漢強先生、陳兆榮先生及
謝旭江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