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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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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及4 643,216 539,814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36,341 58,279
出售投資物業淨收益 – 216
其他收入 5(a) 13,412 9,480
其他費用淨額 5(b) (1,526) (3,133)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12,892 (3,273)
成品的購貨成本 (25,928) (23,206)
耗用原料及物料 (216,982) (150,828)
員工成本 (180,988) (165,005)
折舊費用 (22,795) (32,165)
租賃土地地價攤銷 (22) (53)
其他經營費用 (152,235) (127,703)

經營溢利 105,385 102,423
財務成本 6(a) (12,582) (17,06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34,908) 10,891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597 –

除稅前溢利 6 58,492 96,252
所得稅 7 (28,520) (15,905)

本年度溢利 29,972 80,347

本公司股東應佔 29,972 80,347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 8 9,981 –

每股盈利
基本 9(a) 4.50仙 12.07仙

攤薄 9(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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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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541,212 504,87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255 127,005
－經營租賃下自用土地租賃權益 898 920

666,365 632,796

無形資產 603 63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1,040 161,205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3,554 2,536
其他非流動財務資產 8,349 100
遞延稅項資產 22,768 18,202

752,679 815,476
----------------- -----------------

流動資產
存貨 135,203 116,799
待轉售物業 – 4,509
可退回稅項 1,317 1,38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04,326 86,1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440 36,491

265,286 245,3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40,819) (95,775)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106,841) (140,485)
融資租約承擔 (1,380) (1,318)
現時應付稅項 (9,973) (4,123)

(259,013) (241,701)

流動資產淨額 6,273 3,606
----------------- -----------------

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總額 758,952 819,082

非流動負債
帶息借款 (34,283) (147,700)
租賃按金 (3,516) (4,738)
融資租約承擔 (1,080) (2,460)
遞延稅項負債 (65,432) (51,667)
應計僱員福利 (1,273) (1,498)

(105,584) (208,063)

資產淨值 653,368 611,0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541 66,541
儲備 586,827 544,478

總權益 653,368 611,019



– 3 –

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集團的賬目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彙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
司條例》有關規定）編製。本財務報表亦已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除投資物業及列作可供出售證券的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入賬外，本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

2. 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的本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除
下文外，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不會導致已在本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有重大的變
更。

發出財務擔保（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財務擔保合約）

在以往年度，本集團發出的財務擔保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以或然負債披露，並無須就該等
財務擔保作出撥備，除非該擔保很可能被要求補償。

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改變有關其發出財務擔保的會計政策，以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的財務擔保合
約。根據新政策，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發出的財務擔保應作財務負債入賬，如公平價值能可靠地計算，財務擔保則最初
按公平價值計算。其後應按最初確認的款額減去累計攤銷，或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釐定的撥備款額（如有），以較高者
計算。

採納這會計政策不會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溢利或本公司與本集團於該等年度終
的淨資產構成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有關詳情將會在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內所載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內披露。

3. 營業額
營業額包括供應予顧客貨品的銷售貨值、租金收入、出售投資所得款項及投資收入。年內已確認為營業額各主要類別的金
額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貨 617,833 515,319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25,378 24,491
投資收入－非上市投資股息 5 4

643,216 539,814

4. 分部資料呈報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報。業務分部資料已選定為基本呈報格式，此因這分部方式與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呈
報方式更為相關。

業務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如下分部：

玩具及模型火車 ： 製造及銷售塑膠、電子及填充式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 出租寫字樓、工業大廈及住宅單位以賺取租金收入以及物業長期升值而獲益。

投資控股及買賣 ： 投資及上市證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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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
模型火車 物業租賃 及買賣 未分類 之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外界客戶收益 617,833 25,378 5 – – 643,216
內部分類收益 – 979 – – (979)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3,304 5,908 481 173 – 9,866

合計 621,137 32,265 486 173 (979) 653,082

分部業績 64,544 63,922 (21,934) (1,953) – 104,579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806

經營溢利 105,385
財務成本 (12,58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34,908) (34,908)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597 597
所得稅 (28,520)

除稅後溢利 29,972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2,817 – 34 – – 22,851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4,834 – – – – 4,834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
模型火車 物業租賃 及買賣 未分類 之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368,672 555,244 8,960 314,978 (308,568) 939,286
於聯營公司權益及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54,594

未分配資產 24,085

資產總額 1,017,965

分部負債 361,475 42,079 77,418 116,788 (308,568) 289,192
未分配負債 75,405

總負債 364,597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21,973 – – – – 2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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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
模型火車 物業租賃 及買賣 未分類 之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外界客戶收益 515,319 24,491 4 – – 539,814
內部分類收益 – 892 – – (892)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2,350 5,525 82 1,301 – 9,258

合計 517,669 30,908 86 1,301 (892) 549,072

分部業績 33,783 82,723 (14,214) (408) – 101,884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539

經營溢利 102,423
財務成本 (17,06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0,891 10,891
所得稅 (15,905)

除稅後溢利 80,347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8,184 3,347 33 687 – 32,251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3,195 – – – – 3,195

分部資產 347,423 525,423 739 273,762 (269,895) 877,452
於聯營公司權益及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63,741

未分配資產 19,590

資產總額 1,060,783

分部負債 307,759 43,168 51,729 261,211 (269,895) 393,972
未分配負債 55,792

總負債 449,764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30,960 – – – – 30,960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遍及全球，但主要可分為四個經濟環境。香港及中國是本集團的玩具及模型火車以及物業投資的主要市場，
亦是本集團大部份玩具及模型火車製造的所在地。玩具及模型火車亦銷往北美洲，而本集團於北美洲更擁有投資及投資物
業。在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主要業務是銷售玩具及模型火車。

在呈報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分部，分部資產及資本性支出按資產所在地區分部。

香港及中國 北美洲 歐洲 其他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75,408 62,182 355,454 171,649 172,440 289,604 39,914 16,379

分部資產 999,749 913,240 137,718 144,334 110,387 89,773 – –

年內發生的資本性支出 18,816 26,585 695 525 2,462 3,8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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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費用淨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86 222
租戶的空氣調節費、管理及保養服務費收入 5,339 4,965
應付有關連人士及有關連公司款項減免 2,960 –
其他 4,527 4,293

13,412 9,480

(b) 其他費用淨額

出售待轉售物業的淨收益 80 –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收益 220 101
㶅兌虧損淨額 (1,826) (3,234)

(1,526) (3,133)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於五年內償還銀行借款的利息 9,100 8,688
董事所提供借款的利息 1,808 4,913
股東所提供借款的利息 1,325 2,897
欠有關連公司的金額利息 55 130
其他貸款利息 146 247
融資租約承擔的財務費用 148 187

12,582 17,062

(b) 其他項目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76,006 159,274
指定供款額退休金計劃僱主的供款－已扣除沒收供款
合計港幣115,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58,000元） 4,982 5,731

180,988 165,005

存貨成本 409,865 339,902
無形資產攤銷 34 33
折舊
－自置資產 21,787 31,394
－以融資租約持有資產 1,008 771

減值
－固定資產 4,834 3,195
－商譽（包括應佔聯營公司的溢利減除虧損） – 9,037

核數師酬金 1,856 1,758
營業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租金 11,251 12,505
－其他租金 157 513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減除直接開支港幣2,131,000元
（二零零五年：港幣2,333,000元） (23,247) (21,503)

存貨成本內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費用、固定資產的減值虧損及經營租約支出合共港幣129,822,000元（二零零五年：
港幣123,314,000元），該數額亦已分別包含在上文所披露的數額中，以及利潤表內各自的費用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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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乃關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 17
以往年度的不足撥備 4 –

4 17
-------------------- --------------------

當期稅項－海外，包括中國
本年度撥備 19,033 7,446
以往年度的不足／（超額）撥備 249 (2,311)

19,282 5,135
-------------------- --------------------

遞延稅項
源自及轉回暫時性差異 9,234 10,753

-------------------- --------------------

28,520 15,905

二零零六年香港利得稅的撥備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按照
相關國家其稅制的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8. 股息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1.5仙
（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零仙） 9,981 –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29,972,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80,347,000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
平均數665,412,000普通股（二零零五年：665,412,000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中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的普通股存在，故無列出每股攤薄盈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的減值虧損）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89,019 67,116
已過期一至三個月 2,064 10,519
已過期三個月以上但少過十二個月 547 630
已過期十二個月以上 – 202

91,630 78,467

有關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信貸額超出若干金額的客戶須進行信貸評估。應收賬款是由發票的日起計三十至六十天內到期。
若有過期三個月以上的款項未償還的客戶，在再授出信貸的前，必須先償還全部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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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的貿易應付賬款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通知 20,695 8,218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630 8,812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109 264
六個月後到期 885 1,239

24,319 18,533

業務回顧
玩具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原生產商制造（OEM）／原生產商負責設計及制造（ODM）
玩具業務的營業額約為港幣2.5221億元，較去年顯著增加56.08%。

二零零六年對玩具製造商而言仍為挑戰重重的一年。業界須面對勞工和原料成本高企以及人民幣升值等不利因素。
然而，集團充份察覺到此等挑戰，並已成功實行多項措施盡量減低有關影響。因此，集團本年的業績再一次錄得
理想的表現。

本集團於生產及財務管理方面持續執行其嚴緊控制政策。集團將重點放於精簡生產線以提高生產力；強化品質監
控團隊，以確保產品品質及減少浪費；以及作出詳盡及準確的訂單預測及物料規劃，以盡量減低營運資金成本。
集團的銷售團隊亦在從現有客戶取得大額訂單及擴闊集團的客戶基礎等方面作出貢獻。

模型火車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模型火車業務錄得營業額約港幣3.6562億元，較去年微升3.36%。

於回顧年度內，生產成本仍然處於高水平，對模型火車業務的表現有不利的影響。本公司為應付此項挑戰，已奉
行進一步改善產品品質的策略。此項策略成功贏得客戶擁戴，令集團保持在業內的領導地位。

於回顧年度內，集團的Liliput品牌HO比例模型火車ET 4030獲奧地利模型火車從業員組織VÖMEC頒授「Model of
the Year 2006」大獎，集團對此深感自豪。

本集團的模型火車繼續獲得客戶的良好反應。Bachmann的E-Z Command®系列繼續為銷售額增長的主要動力。該
系列為數碼控制（數控）系統，配有最新數碼科技，為初學者及有經驗玩家帶來易於使用而價格相宜，可操控多架
火車的速度、照明及方向的數控系統。在最新推出的數控聲音火車系列的推動下，預料鐵路模型仍大受客戶歡迎。

於歐洲，本集團的附屬公司Bachmann Europe Plc與 Joella Production已簽訂合約，生產Underground Ernie模型火車
套裝。Underground Ernie為以倫敦地鐵為故事背景的兒童人氣節目。模型仿照電視角色製造，讓玩家重新創造彼
等最喜歡的節目故事。上述套裝極具潛力吸引新一代鐵路模型收藏家，故本集團決定於來年為首次推出的套裝添
加更多火車及配件。

於中國，「青藏鐵路」模型火車系列預計於二零零七年中推出，青藏鐵路為全球最高及最長的高原鐵路，連接西藏
自治區及中國其他地方。本集團預期，這新系列火車於推出後，將深受市場歡迎。

本集團致力加強其於生產力、品質、可靠度及交付貨品方面的競爭力，亦致力提升安全防護措施及品質控制。安
全標準、規章及實務守則為本集團最為關注的事項，而集團亦對於能時常遵循國際玩具業總會（「ICTI」）的實務守
則深感自豪，並且已通過和符合 ICTI的審核程序，即 ICTI CARE程序。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租金收入約為港幣2,538萬元，較去年上升3.62%。此外，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年內錄得重估收益港幣3,634萬元，去年則為港幣5,828萬元。

本集團的主要租賃物業開達大廈於二零零六年錄得租金收入約港幣2,295萬元，較去年金額港幣2,003萬元上升
14.58%。於回顧年內，集團成功維持開達大廈的出租率於90%以上水平，並於續租時調高開達大廈的租金。隨著
租約重續後租金價格有所提高，本集團預期租金收入將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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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營公司投資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Squaw Creek渡假酒店（「渡假酒店」）逾90%的公寓單位經已售出。約90%售出單位
的業權擁有人已將所擁有的單位投入租賃計劃，令渡假酒店繼續以酒店形式經營。持有渡假酒店的聯營公司
（「SCA」）已外聘專業估值師就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估值。基於估值的結果，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SCA確認減值費用約港幣5,308萬元。

財務回顧
業績
於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的股東應佔溢利約為港幣2,997萬元，較去年金額港幣8,035萬元下跌62.70%。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營業額約為港幣6.4322億元，較上財政年度增加19.16%。

二零零六年的經營溢利為港幣1.0539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收益港幣3,634萬元，去年金額則分別為港幣
1.0242億元及港幣5,828萬元。此外，二零零六年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為港幣3,491萬元，去年則為應佔溢利港幣1,089
萬元。此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的數額乃確認有關該聯營公司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費用約港幣5,308萬元後計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0.98元（二零零五年：港幣0.92元）；流動比率為1.02
（二零零五年：1.01）；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1.4112億元（二零零五年：港幣1.9097億元），而本集團所擁有的銀行
信貸總額度則約有港幣3.1786億元；本集團按帶息借款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的負債比率為24.05%（二零零五年：
49.70%）。除於每年度下半年生產高峰期間本集團的貿易融資信貸用度會較高外，本集團於借貸需求上並無重大
季節性波動。所有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

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及交易乃以港元、美元、英鎊、人民幣及加元計值。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銷售所得款項
大多數以港元、美元及英鎊計算，而購買原材料及設備大多數以港元繳付。本集團因此而承擔著一定程度的匯兌
風險，主要來自以匯率波動相對較高的英鎊作結算單位的銷售交易。其間本集團已安排遠期合約以沖減在這方面
的大部分匯兌風險。

前景
薪金上漲及人民幣升值繼續對包括本集團在內的中國內地製造廠商的邊際溢利構成壓力。為了維持於全球市場中
的競爭優勢，本集團的策略為專注控制生產成本，同時擴闊收入來源。控制生產成本方面，本集團將繼續留意生
產流程中各個工序的效能，並鼓勵各級別員工就如何進一步改善營運及生產效率提出建議。此外，集團將繼續嚴
謹控制生產損耗及原料採購的質量。為擴大收入來源，集團將更著力於拓闊客戶基礎及發展新產品。

本集團對所有此等措施將可繼續舒緩邊際溢利受到的壓力，同時可促進業務成長表示審慎樂觀。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美國及歐洲僱用約6,646名（二零零五年：6,960名）全職僱
員負責管理、行政及生產工作。本集團於生產部門的員工人數會有季節性的波動，而在管理部門的僱員人數則比
較穩定。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經驗及同業的現行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在員工培訓方面，本集團鼓勵並支持員工
報讀及參與技能改良及個人發展的課程。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末
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所建議的年度末期股息須待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股東登記，期間將會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應不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遞交至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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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惟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除外，該條文規定每位董事
（包括以特定任期獲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本公司已採取步驟修訂公司細則以確保全面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條文的規定。其中一項主要步驟為修訂或撤除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採用的1990年百慕達
公司法，本公司乃據此私人法例註冊成立。本公司已續聘百慕達法律顧問就此提出建議及辦理該事項。所需文件
已準備妥當，並擬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初呈交百慕達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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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均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重大的會計政策，並商討本集團的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此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佈告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所有資料的詳盡業績公佈將送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並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丁午壽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午壽先生，SBS，太平紳士（董事總經理）及丁天立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
事為丁鶴壽博士，OBE，太平紳士（主席）及鄭慕智先生，GBS，OBE，太平紳士；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志敏先生、陳再彥先生及姚祖輝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