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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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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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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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及� 911,191  ���,�0�

其他收入 �(a) 11,009  �,���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b) (2,773 ) �,���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59,931  ��,���
成品的購貨成本  (65,571 ) (��,0�� )
耗用原料及物料  (340,775 ) (���,��� )
員工成本 �(b) (270,402 ) (���,��� )
折舊費用  (26,065 ) (��,��� )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22 ) (�� )
其他經營費用  (182,719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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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溢利  93,804  �0,���
財務成本 �(a) (9,721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1,334 ) (��,��� )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收益  (47,429 ) �0�,���
商譽減值虧損 � (31,200 ) –
無報價股本證券及相關貸款及
 應收利息減值虧損 � (27,661 ) –    

除稅前（虧損）╱溢利 � (23,541 ) ��0,���
所得稅 � (2,488 ) (��,��� )    

本年度（虧損）╱溢利  (26,029 ) ���,0��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27,652 ) ���,���
 少數股東權益  1,623  ���    

本年度（虧損）╱溢利  (26,029 ) ���,0��    

應付予本公司股東的本年度股息：
 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 �0(a) –  �,���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a) (4.16)仙  ��.0�仙    

 攤薄 ��(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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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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598,878  ���,�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857  ���,���
－ 以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854  ���    

  739,589  ���,���

無形資產  536  ��0
商譽  7,643  ��,�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6,596  ��,��0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5,506  ��,���
遞延稅項資產  29,704  ��,���    

  829,574  ���,���    

流動資產  
存貨  213,761  ���,���
可退回稅項  1,397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 151,04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904  ��,���
  399,102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  (222,112 ) (���,��0 )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144,237 ) (��,��0 )
融資租約承擔  (602 ) (��� )
現時應付稅項  (7,155 ) (�,��� )
  (374,106 ) (���,0�� )    

流動資產淨額  24,996  ��,��0        

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總額結轉  854,5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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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總額  854,570  ���,�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67,747 ) (��,��� )
租賃按金  (5,717 ) (�,��� )
融資租約承擔  (258 ) (��� )
遞延稅項負債  (72,989 ) (��,��� )
應計僱員福利  (1,502 ) (�,��� )
  (148,213 ) (���,0�0 )    

資產淨值  706,357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541  ��,���
儲備  634,103  �0�,���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700,644  ���,���

少數股東權益  5,713  �,0��    

總權益  706,357  ���,���    

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的賬目，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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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
團所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概要顯列如下。

本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投資物業及可供銷售投資工具則以公平價值顯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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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的本期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金融工具：確認和測量，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
工具：披露－重新分類

這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發展並沒有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或與本集團現時採用之會
計政策一致或與本集團一般經營無關連。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營業額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塑膠、電子及填充式
玩具、模型火車、物業投資、投資控股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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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貨 877,080  ���,���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34,111  �0,���   

 911,1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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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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之
 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及買賣  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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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080  34,111  –  –  –  911,191
內部分類收益 –  675  –  –  (675 )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2,388  7,428  11  –  –  9,827           

合計 879,468  42,214  11  –  (675 ) 921,018
           

分部業績 84,449  24,448  (22,588 ) 3,642  –  89,951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3,853           

經營溢利           93,804
財務成本           (9,721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1,334 ) –  –  (1,334 )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  (47,429 ) –  –  –  (47,429 )
商譽減值虧損 (31,200 ) –  –  –  –  (31,200 )
無報價股本證券
 及相關貸款及
 應收利息減值虧損 (27,661 ) –  –  –  –  (27,661 )
所得稅           (2,488 )           

除稅後虧損           (26,029 )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6,087  –  34  –  –  26,121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86  –  –  –  –  86
           

分部資產 479,473  609,689  7,095  502,835  (448,113 ) 1,150,979
於聯營公司權益           46,596
未分配資產           31,101           

資產總額           1,228,676
           

分部負債 566,898  36,056  192,348  94,986  (448,113 ) 442,175
未分配負債           80,144           

總負債           522,319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33,944  –  –  –  –  3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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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之
 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及買賣  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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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0�
內部分類收益 –  ���  –  –  (��� )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  �,���  �0�  –  –  �,���           

合計 ���,���  ��,���  �0�  –  (��� ) ��0,���
           

分部業績 ���,�0�  ��,�0�  (��,0�� ) ���  –  ��,���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           

經營溢利           �0,���
財務成本           (��,���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 )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  �0�,���  –  –  –  �0�,���
商譽減值虧損           –
無報價股本證券
 及相關貸款及
 應收利息減值虧損           –
所得稅           (��,��� )           

除稅後溢利           ���,0��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  –  ��  –  –  ��,���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分部資產 ���,���  ���,���  ��,���  ���,���  (���,0�� ) �,���,���
於聯營公司權益           ��,��0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額           �,���,���
           

分部負債 ���,���  ��,��0  ���,���  �0,���  (���,0�� ) ���,���
未分配負債           �0,���           

總負債           ���,0��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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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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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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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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109,875  ��,���  557,483  ���,�0�  188,116  ���,���  55,717  ��,���  911,191  ���,�0�

分部資產 1,347,559  �,���,���  166,472  ���,0��  85,061  ���,���  –  –  1,599,092  �,���,���

年內發生的資本性支出 30,859  ��,���  658  �,��0  2,427  ���  –  –  33,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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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182  ���
租戶的空氣調節費、管理及保養服務費收入 6,831  �,��0
其他 2,996  �,���   

 11,009  �,���
   

(b)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收益 1,992  ���
出售無報價股本證券收益 –  ��
出售上市公司證券收益(i) 1,244  –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虧損(ii) (199 )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810 ) �,���   

 (2,773 ) �,���
   

(i) 在二零零八年期間，本集團以代價港幣�,���,000元出售其賬面值為港幣
�,���,000元之上市公司證券部份權益，其溢利為港幣�,���,000元。

(ii) 在二零零八年期間，本集團以代價港幣���,000元出售其附屬公司��%權益，其
虧損為港幣���,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此附屬公司權
益為��%（二零零七年：��%）。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於五年內償還銀行貸款的利息 7,756  ��,�0�
董事所提供借款的利息 –  ���
其他貸款利息 1,929  ���
融資租約承擔的財務費用 36  ��   

 9,721  ��,���
   



- �0 -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56,0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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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二零零七年：
 港幣��,000元） 14,351  ��,���   

 270,402  ���,���
   

存貨成本 622,419  ���,���
無形資產攤銷 34  ��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22  ��
折舊
 －自置資產 24,989  �0,���
 －以融資租約持有資產 1,076  �,���
減值：
 －固定資產 86  ���
 －貿易應收賬款 4,214  ���
 －其他應收賬款 1,011  –
 －借予聯營公司款項 2,459  –
 －商譽 31,200  –
 －可供出售證券 2,221  –
 －無報價股本證券及相關貸款及
  應收利息減值虧損 27,661  –
撤銷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677 ) (��� )
核數師酬金 2,404  �,0��
經營租約費用
 －土地及樓宇租金 12,730  ��,�0�
 －其他租金 106  ���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減除直接開支港幣�,���,000元
（二零零七年：港幣�,���,000元） (31,19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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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合共港幣
�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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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商譽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一間基於美國的附屬公司收購一間在美國的玩具火車分銷
商Williams’ Reproductions Limited (“Williams”)的業務及若干資產。支付收購價為港幣
��,000,000元（相等於�,000,000美元），所收購的資產主要包括價值港幣�,�00,000元（相等於
�,000,000美元）的模具及五金沖模及港幣��,�00,000元（相等於�,000,000美元）的商譽。本年
度與收購Williams相關的商譽減值虧損為港幣��,�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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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報價股本證券及相關貸款及應收利息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本集團以港幣�,�00,000元投資在一間在美國新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該公司」）的��.�%權益。此外再透過一可換股票據向該公司借出港幣�,�00,000元，
該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到期日可收回，以利率年息六厘計息直至到期日。
按照認購協議中指明，及在某情況下直至到期日期間內，本集團可將票據及應計利息按換
股時的股份價格轉換為該公司的股份。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期間以港幣�,�00,000向（「該公
司」）額外投資。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該公司」）所持有的權益為��.�%
（二零零七年：��.�%）。

於上年度向「該公司」借出美金�,000,000元，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當於港幣
�,�00,000元（二零零七年相當於港幣�,��0,000元）。

因該公司業績顯著下跌，於二零零八年期間共錄得對其投資本金，借貸及應收利息減值虧
損港幣��,���,000元（二零零七年：無）。

9.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乃關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16,074  ��,�0�
以往年度的（剩餘）╱不足撥備 (1,988 ) �00   

 14,086  ��,�0�   
當期稅項－海外，包括中國
本年度撥備 5,174  �,���
以往年度的（剩餘）╱不足撥備 (650 ) ���   

 4,524  �,���   

遞延稅項
源自及轉回暫時差異 (12,096 ) ��,��0
稅率調低對遞延稅項期初餘額的影響
 －香港 (4,026 ) –
 －海外 –  ��   

 (16,122 ) ��,���      

 2,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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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份，香港別行政區政府公佈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財政預算中，將利
得稅率由��.�%降低至��.�%，於編製此綜合年終財務報告時已計入此項稅率的減低。因
此，本集團的二零零八年度所得稅撥備計算採用��.�%（二零零七年：��.�%）及遞延稅項的
開始結餘將重新釐定。

本年內英國政府宣佈二零零八年適合本集團在英國聯邦國家的業務的企業所得稅率由�0%
減至��%。於編製本集團二零零八年度的財務報表時已將這減免計入有關遞延稅項結餘。
因此，有關本集團在英國聯邦國家業務的遞延稅項結餘乃按企業所得稅率��%（二零零七
年：�0%）計算。

10.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不派付末期股息
 （二零零七年：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仙） –  �,���
   

(b) 屬於前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已批准及於本年內支付

已批准及已於本年內支付屬於前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仙
 （二零零七年：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仙） 9,981  �,���
   

11.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港幣��,���,000元（二零零七年：溢利港幣
���,���,000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000普通股（二零零七年：
���,���,000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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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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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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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67,229  ��,���
已過期一至三個月 20,454  �,���
已過期三個月以上但少過十二月 4,373  ���
已過期十二個月以上 108  ��   

 92,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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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評估主要針
對顧客過往到期時的還款記錄及現時的還付能力，並考慮個別客戶的資料及客戶經營所在
地的經濟環境資料。應收賬款是由發票的日起計七至六十天內到期。若有過期三個月以上
的款項未償還的客戶，在再授出信貸之前，必須先償還全部欠款。本集團通常在其玩具及
火車模型業務上並無從客戶取得抵押品。有關本集團的物業租賃方面，已向租賃人收取兩
至三個月之間的按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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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通知 52,186  ��,���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1,618  ���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84  ��
六個月後到期 33  ���   

 53,921  ��,0��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對玩具製造商而言仍是挑戰的一年。於回顧年度內，業界須面對金融危機、
勞工成本較高、原材料成本上漲、人民幣（「人民幣」）升值及美國（「美國」）的主要玩具
零售商回收產品等不利因素。惟本集團已應付此挑戰，並進行務求減低影響本集團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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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及廣東和東莞的本地政府宣佈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則令勞工費用增加，同時金融危機已影響全球經濟。連同人民幣持續
升值、勞工成本較高及商品價格上漲，預期二零零九年經營環境受到挑戰。

為了面對此項挑戰，本集團於生產及財務管理方面持續執行其嚴緊控制政策。本集團將
重點放於以現代化及精簡生產步驟以提高效率及提高生產力。本集團繼續開發高增值產
品，再進一步將新科技融入玩具產品之中。

回顧過去，作為一間可靠信譽的製造商而言，面對逆境的能力一直是本集團過往賴以成
功的基礎。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提供可信賴的產品，以期延續與顧客已建立的悠久
關係的使命。

玩具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原設備生產（OEM）╱原設計生產
（ODM）玩具業務的營業額約為港幣�.0���億元，較去年增加�0.��%。

本集團原設備生產（OEM）╱原設計生產（ODM）玩具銷售額增長有賴於銷售團隊從現有客
戶取得大額訂單及擴闊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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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致力提高安全
防護措施及品質控制。本集團一直遵循及全力支持國際玩具業總會（「ICTI」）的實務守
則，並且已通過和符合ICTI的審核，即ICTI CARE程序。

模型火車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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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較去年下跌�.��%。

於回顧年度內，儘管模型火車業務銷售下跌，本公司已奉行進一步改善產品品質、開發
創新產品、豐富產品系列，以及塑造產品形象及推廣品牌的策略。此項策略成功獲得客
戶的擁戴，並幫助本集團保持在業內的領導地位。



- �� -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附屬公司Bachmann Europe Plc.獲Model Rail Magazine、RM 
Web及MREMAG頒授「Manufacturer of the Year �00�」大獎。本集團的Branchline品牌OO
比例模型火車Class �� Deltic、G� 0-�-0 Steam和BR ��T Ventilated Van及Graham Farish
品牌N比例模型火車Class �0�及Stanier Coaches亦在不同組別下獲頒授「Model of the Year 
�00�」大獎，本集團對此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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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模型更受客戶歡迎。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公司與第三者簽訂協議書有條件同意以��0萬美元代價
（等同�,��0萬港元）向其收購Sanda Kan (Cayman III)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山打根」)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份。山打根主要從事以原設備生產基
準製造模型火車及模型賽車。收購交易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完成。本集團認為
收購山打根將會增強本集團於模型火車的生產能力、爭取邊際利潤高的產品市場及透過
按原設備生產基準製造模型火車及賽車拓展本集團的收益來源。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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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較
去年增加��.��%。此外，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年內錄得重估虧損港幣0.����億元，去年
重估收益則為港幣�.0���億元。

本集團的主要租賃物業開達大廈於二零零八年錄得租金收入約港幣�,0�0萬元，較去年港
幣�,���萬元上升��%。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成功維持開達大廈的出租率於��%以上水
平，並於續租時增加開達大廈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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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營業額約為港幣
�.����億元，較上年度所報數字增加��.��%，而二零零八年的經營溢利為港幣�,��0萬
元，去年則為港幣�,0�0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股東
應佔虧損約為港幣0.����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港幣0.����億元，去年股東應
佔溢利為港幣�.���0億元及投資物業重估收益為港幣�.0���億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元）；流動比率為�.0�（二零零七年：�.��）；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億元（二零零
七年：港幣�.����億元），而本集團所擁有的銀行信貸總額則約為港幣�.����億元；本集
團按帶息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的負債比率為�0.0�%（二零零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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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及歐羅計值。於回顧年
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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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以港元支付。本集團因此而面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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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美國及歐洲僱用約
�,���名（二零零七年：�,���名）全職僱員負責管理及生產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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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僱員培訓方面，本集團鼓勵僱員報讀及參與改
良技能及個人發展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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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原材料價格波動、能源成本持續上漲、高產品安全標準、人民幣升值、提高法定最低工
資及勞工成本持續上漲等因素，預期會對本集團的盈利能力有所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努
力加強其核心業務、在管理上精簡生產流程、改善營運和生產效率及開發自動化程序。
為擴大收入來源，本集團將繼續盡力尋求收購機會、發展新產品及拓闊客源。

在上述的因素及商業環境下，本集團對其未來的表現及邊際利潤保持審慎。縱使如此，
本集團有信心憑藉其措施提升效率使其業務穩定增長。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零七年：每股
港幣�.�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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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如下所
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E.�.�條的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條的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有其他承諾
必須由主席承擔，故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可能擁有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的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經過特定查詢後，於年內，所有董事已確認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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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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丁午壽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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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天立
先生及丁王云心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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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祖輝先生及鄭君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