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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Precisio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上升��.�%至約港幣���,00�,000。營業額上升主要是由於零部件訂單上升
所致。由於所有零部件基本上是從本集團從前開發的模具所製造，而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發了大量模具，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零部件訂單有所上升。

• 淨利潤約為港幣��,���,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下降��%至港幣�.�仙（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0.�仙）

•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和總現金流入（包括新取得之銀行借貸）淨額分別下降
��.�%及��.�%至港幣��,���,000元和港幣�,���,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分別約為港幣��,���,000元和���,��0,000元）

•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約港幣��,���,000元，即每股港幣�仙（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仙）

• 正在進行產能擴充：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作出支付的資本開支約為港幣
���,���,000元

– 由於所有零部件基本上是從本集團開發的模具所製造，而模具製造量對本集
團未來的零部件訂單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本集團已完成模具研發中心的建造
工程，藉此擴大本集團的模具生產能力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已簽約但尚未作出支付的資本開支約為港幣
���,���,000元。本集團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支付該等款項

– 員工人數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名增加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
�,��0名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對股本比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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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及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 � 526,007  ���,���
銷售成本  (378,631 ) (���,��� )    

毛利  147,376  ���,���

其他收益 � 1,277  �,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442 ) (��,��� )
一般及行政開支  (57,792 ) (��,��� )    

經營溢利 � 64,419  ��,���

財務收入 � 472  ���
財務費用 � (5,017 ) (�,��0 )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59,874  ��,���

所得稅開支 � (12,075 ) (�,��� )    

期內溢利  47,799  ��,���    

每股盈利（每股港仙） �
 －基本  6.6港仙  �0.�港仙    

 －攤薄  6.5港仙  �0.�港仙    

股息 �0 14,23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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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790,839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79,878  �0,���
 預付款項  48,115  �0,���
 其他資產  1,607  �,�0�    

  920,439  ���,���    

流動資產
 存貨  197,486  ���,���
 應收賬款 �� 211,319  �0�,���
 預付款項及按金  17,341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3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1,971  ���,���    

  569,254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 160,612  ���,��0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  27,476  ��,���
 銀行借貸  96,225  ��,0��
 融資租賃負債  41,890  ��,�0�
 本期所得稅負債  18,875  ��,���    

  345,078  ���,���        

流動資產淨值  224,176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44,615  ���,���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08,435  ��,���
 融資租賃負債  75,754  ��,���
 遞延稅項  2,241  –    

  186,430  �0,���        

資產淨值  958,185  ��0,���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2,165  ��,���
 儲備  886,020  ���,���    

權益總額  958,1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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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  39,244  ��,���
 已收利息  472  ���
 已付利息  (5,048 ) (�,��� )
 已付所得稅  (4,742 ) (�,��0 )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29,926  ��,���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83,035 ) (��,��0 )
 收購土地使用權  –  (��,��� )
 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47,469 ) (�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420  –
 收購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  (�,��� )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30,084 ) (���,��� )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之所得款項  217,156  ���,���
 償還銀行借貸  (71,993 ) (���,��� )
 償還融資租賃負債之資本部份  (20,249 ) (��,��� )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  7,300  ��,���
 發行股份  –  ���,�00
 發行股份費用  –  (��,��� )
 行使認股權所得款項  710  –
 已付股息  (24,524 ) (��,�00 )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08,4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8,242  ���,��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3,729  ��,��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1,97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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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模具，及製造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部件及
車床加工部件。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依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章（一九六一年法例�，經綜合
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自二
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此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此份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呈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
日批准刊發。

2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見本集團於該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述）貫徹一致。

下列新訂詮釋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惟現時與本集團無
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
股份交易」；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服務特許權的安排」；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
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互動關係」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經已頒報但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仍未生
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營運分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香港財務準則第�號取代會計準則第��號「分部報告」，並要求採用「管理方法」，
即分部資料須按照香港內部報告所採用的相同基準呈列。預期影響仍在詳細評估當
中。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借貸成本」（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目前應用之政策是將借貸成本資本化，故這項修訂不適用於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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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管理層正在評估歸屬條件及取消之變更對本集團之認股權計
劃的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
報表」的其後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合營企業權益」將於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
當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中生效。管理層正評估綜合賬目之新規定對本集團之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管理層正根據經修訂披露規定編製備考賬目。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可售回之金融工具及於清盤時所產
生之責任」（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任
何可售回之金融工具，故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顧客忠誠計劃」（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該等計劃，故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房地產建築協議」（自二零零九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參與房地產建築，故與本集團無
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自二零零八
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該等對沖，故與本集團無
關。

3 分部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分為兩大業務分類：

(i) 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以及製造金屬沖壓部件及車床加工部件（「金屬沖壓」）；及

(ii) 設計及組裝塑膠注塑模具以及製造塑膠注塑部件（「塑膠注塑」）。



- � -

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銷售毛額總值 394,814  153,733  548,547  ���,���  ��,���  ���,�0�
分部間銷售 (20,690 ) (1,850 ) (22,540 ) (�,��0 ) (��� ) (�,��� )           

銷售 374,124  151,883  526,007  ���,���  ��,�0�  ���,���
           

分部業績 44,692  19,727  64,419  ��,���  ��,���  ��,���
           

未分配收入     –      ���
財務收入     472      ���
財務費用     (5,017 )     (�,��0 )           

扣除所得稅前溢利     59,874      ��,���
所得稅開支     (12,075 )     (�,��� )           

期內溢利     47,799      ��,���
           

折舊 19,710  7,680  27,390  ��,���  �,���  ��,��0
           

攤銷 352  84  436  ���  ��  ���
           

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未分配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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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1,144,070  342,262  3,361  1,489,693  ��0,���  ���,���  �,��0  �,���,���
               

負債 92,774  64,679  374,055  531,508  ���,���  ��,���  ���,���  ���,���
               

資本開支 193,098  30,140  –  223,238  ���,���  ��,��0  –  ���,���
               

分部資產主要包含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存貨、應收賬款及經營現
金。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但不包括銀行借貸、融資租賃負債及所得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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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包含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添置。

4 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
 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 15,920  ��,���
 製造金屬沖壓部件 300,132  ���,���
 製造車床加工部件 43,434  ��,0��
 設計及組裝塑膠注塑模具 18,645  ��,�0�
 製造塑膠注塑部件 131,479  �0,���
 其他* 16,397  ��,���   

 526,007  ���,���
   

* 其他主要指廢料之銷售。

5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  �,0�0
其他 1,277  �   

 1,2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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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使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 288,523  ���,���
生產費用（不包括勞動成本和折舊費用） 26,300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認股權成本） 74,448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390  ��,��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43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5  –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160  ���
壞賬撥備 3,873  –
匯兌收益淨額 (1,266 ) (�,��� )

   

7 財務收入╱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72  ���
   

財務費用

下列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2,840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61  ��0
 融資租賃負債 2,116  �,���   

 5,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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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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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3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6,081  �,���
遞延稅項
 －中國大陸預扣所得稅 2,241  –   

 12,075  �,���
   

(i)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零
七年：��.�%）之稅率撥備。

(ii) 中國大陸稅項

於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及江蘇省蘇州市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需按��%（二零零七年：��%）之稅率繳納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億和精密
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及億和精密工業（蘇州）
有限公司乃經營年期超過十年之生產性企業，故根據中國大陸有關所得稅法規，其於
抵銷以往年度稅項虧損後之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免繳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
減半繳納企業所得稅。億和精密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
有限公司及億和精密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於抵銷以往年度稅項虧損後之首個獲利年度
分別為二零零三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億和精密工業（中山）有限公司及深圳
億和模具製造有限公司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及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根據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外資企業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以後所賺取之溢利之股息分配須繳納預扣所得稅，稅率為�%（此稅率為
給予部份地區之外國投資者之優惠稅率）。

(iii) 海外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章（一九六一年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故免繳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故免繳英屬處女群島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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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基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期內溢利（港幣千元） 47,799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721,297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6.6  �0.�
   

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期內溢利（港幣千元） 47,799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21,297  ���,���
購股權之調整（千股） 10,765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32,062  ���,0��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6.5  �0.�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港仙
 （二零零七年：�.0港仙） 14,23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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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開支

 物業、廠房  租賃土地及
 及設備  土地使用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  �0,���
添置 ���,���  –
出售 (��� ) –
折舊╱攤銷費用（附註�） (��,��0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賬面淨值 ��0,���  ��,���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  ��,��0
添置 ��,���  ��,���
折舊╱攤銷費用（附註�） (��,��0 ) (���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期終賬面淨值 ���,��0  �0,���
   

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已就本集團借貸而作出抵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就本集團借貸
及融資租賃負債而作出抵押。

12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0日至�0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176,687  ���,0��
��至��0日 30,067  ��,���
���至���日 9,626  �,���   

 216,380  ��0,���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5,061 ) (�,��� )   

 211,3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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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擁有大量客戶，故應收賬款並無信貸集中之風險。應收賬款之賬面金額與彼等
之公平值相約。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就其應收賬款錄得撥備港幣�,���,000元
（二零零七年：無）。

13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148,550  ���,���
��至��0日 11,478  ��,���
���至���日 584  ���   

 160,612  ���,��0
   

應付帳款之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且有�0日之到期期限。

14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並未作出支付之資本開支如下︰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興建樓宇 112,523  ��,0��
 －購買廠房及機器 63,301  ���,���   

 175,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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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i)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及塑膠
注塑模具；(ii)製造精密金屬沖壓和塑膠注塑部件及(iii)製造車床加工部件。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營運回顧如下：

金屬製品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之營業額約港幣
���,���,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港幣���,���,000元上升
�.�%。於本期內，本集團之金屬製品業務仍主要為日本著名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
有者，包括東芝（Toshiba）、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佳能（Canon）、京瓷美達
（Kyocera Mita）、富士施樂（Fuji Xerox）、理光（Ricoh）、愛普生（Epson）及兄弟（Brother）
等提供服務，而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約��.�%（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來自日本客戶。

作為信譽昭著的國際品牌擁有者之服務供應商，管理層相信本集團的業務受到主要客戶
群的特性影響。管理層相信日本及國際品牌擁有者，即本集團現有之主要客戶群，擁有
的特性包括(i)對產品質量要求嚴謹，尤其是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如複印機、打印機及多功
能週邊設備的組件，必需達到高度精密的標準，以確保有關設備能有效運作；(ii)注重
生產效率以縮短生產周期及即時化存貨管理系統；及(iii)積極參與供應商的產品生產過
程，以確保產品品質，以及雙方通過緊密溝通來改善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為了達到客戶
的嚴謹要求，本集團早於其成立初期已緊隨日本式的管理，其中包括實施日本的�S管理
制度（Strategy；Structure；Systems；Style；Staff；Super-ordinate goals及Skills）。為製造
高度精密標準的產品給客戶，本集團在採購優質生產設備方面投放大量資源，本集團的
生產機器大部份均為國際知名品牌如會田（Aida）、沙迪克（Sodick）、阿奇（Agie）、野村
（Nomura）、住友（Sumitomo）及三菱（Mitsubishi)等所生產的頂級設備。此外，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由���名僱員組成的強大品質監控隊伍及���名其他工程師
及技術人員。

本集團在品質及生產管理方面的投入，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主要日本客戶銷售金屬製品的營業額，大部份均錄得增幅。於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日本客戶外，本集團餘下的��.�%營業額來自著名
的香港或國際企業。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新客戶以擴闊客戶層面。然而，本集團於選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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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時將採取謹慎政策，管理層於選擇的過程中將考慮各項因素，其中包括產品訂價以
及客戶的信譽等。

塑膠製品業務

發展塑膠製品業務是本集團從金屬模具及部件製造商轉型為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供應商
計劃的其中一部份，這是因為辦公室自動化設備除了包含金屬部件外，餘下的部份主要
是以塑膠部件所組成。管理層相信本集團繼續發展塑膠業務除了能為其提供新的增長動
力外，同時也能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使客戶能降低因外判其金屬及塑膠部件予不
同供應商所產生之物流及品質管理成本。

由於大部份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有者在未來將會把更多訂單外判給能夠同時處理金
屬及塑膠部件的綜合生產服務供應商，藉以減低其生產物流成本及時間，因此管理層相
信本集團的塑膠製品業務已擁有持續發展的有利條件。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的塑膠製品業務繼續鞏固其業務基礎。本集團的塑膠製品業務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港幣���,���,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升約���%。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塑膠製品業
務的經營溢利約為港幣��,���,000元，而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
則約為港幣��,���,000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0名，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名增長��.�%。由於本集團持續擴充其業務，因此僱員人數亦有所增加。

本集團未來成功與否，全賴不斷加強本身的產品質素及管理。因此，本集團認為其僱員
（尤其是技巧熟練之技術人員及生產管理人員）是其核心資產。本集團會根據法律框架、
市場情況以及本集團之業務和員工個別表現定期對其薪酬政策作出檢討。然而，管理層
相信，若要吸引和保留出色的員工，除了提供具吸引力之薪酬外，營造和諧而且讓員工
的潛力獲得發展的工作環境亦相當重要。為加強本集團員工之團隊精神，本集團曾舉辦
多項員工活動，其中包括舉辦本集團員工、高級管理層（包括執行董事）與客戶一同參與
之公司外遊及體育活動。此外，集團亦投放大量資源改善廠房及宿舍環境，務求為集團
僱員創造怡人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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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客戶皆為擁有全球分銷網絡之國際知名品牌擁有者。同時，本集團大部份
供應商為本集團客戶指定之國際金屬及塑膠材料生產商。因此，現時本集團大部份銷售
及生產成本均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並只有部份以人民幣為單位。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約��%、��%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的營業額及約�0%、��%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的採購額分別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管理層已注意到人民幣持續升值可能會引起的潛在外匯風險。雖然本集團現時僅有小部
份採購以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仍採取了若干措施以管理其外匯風險。最值得注意的
是，儘管本集團絕大部份業務於中國內地營運，惟本集團全部借貸均以港元而並非以人
民幣為單位。管理層將繼續評估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措施以減
低本集團之風險。

財務回顧

本集團按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  二零零七年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業務劃分
營業額
金屬製品業務
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 15,920  3.0%  ��,���  �0.�%
製造金屬沖壓部件 300,132  57.1%  ���,���  ��.�%
製造車床加工部件 43,434  8.3%  ��,0��  �.�%
其他（附註�） 14,638  2.8%  ��,���  �.�%     

 374,124    ���,���     

塑膠製品業務
設計及組裝塑膠注塑模具 18,645  3.5%  ��,�0�  �.�%
製造塑膠注塑部件 131,479  25.0%  �0,���  ��.�%
其他（附註�） 1,759  0.3%  ���  –     

 151,883    ��,�0�     

總計 526,007    ���,���     

附註�： 其他主要指廢料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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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業績
金屬製品業務 44,692  ��,���
塑膠製品業務 19,727  ��,���    

經營溢利 64,419  ��,���
財務收入 472  ���
財務費用 (5,017 ) (�,��0 )
所得稅開支 (12,075 ) (�,��� )
未分配收入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7,799  ��,���    

營業額

金屬製品業務

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
元，上升約�.�%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元。由於本集
團之生產管理以及其於國際著名製造商間之聲譽不斷加強，因此本集團之銷售訂單於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上升。

塑膠製品業務

由於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內有很多零部件是由塑膠製造，因此，為減低目前由於將金屬及
塑膠部件外判給不同供應商所產生的額外生產物流成本及時間，大部份辦公室自動化設
備製造商在未來將會把更多訂單外判給能夠同時處理辦公室自動化設備中的金屬及塑膠
部件的綜合生產服務供應商。故此，本集團塑膠製品業務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0元，大幅增加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港幣���,���,000元。

毛利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約港幣���,���,000元，較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升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下跌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毛利率下跌主要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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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集團從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模具所得的收入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0元，下跌約��.�%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港幣��,���,000元，而模具收入佔總營業額的百分比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減少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同時，隨著設計及組
裝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模具之收入減少，製造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部件及車床加工部件
之收入佔總營業額之比例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增加至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由於製造部件之毛利率低於設計及組裝模具之毛利
率，設計及組裝模具之收入佔總營業額之比例下跌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率下降。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之分部業績約港幣��,���,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元下跌�0.�%。本集團金屬
製品業務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率約為��.�%，較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有所下跌。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之經營溢利率下跌主
要是由於(i)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之收入佔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之總營業額比例由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下降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由於設計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之毛利率高於製造金屬沖壓及車床加工部件，設計
及組裝金屬沖壓模具之收入佔本集團金屬製品業務總營業額之比例大幅下跌導致其經營
溢利率下跌；(ii)本集團位於深圳的模具研發中心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落成，模具研發中心之前期虧損約為港幣�,���,000元，該前期虧損大部份由本集團
的金屬部門承擔；及(iii)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規模和生產能
力持續提高，特別是本集團的員工人數從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名，大幅增長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0名，因此導致本集團各項營運成本於期內均有所提高。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塑膠製品業務之分部業績約為港幣
��,���,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元上升約
��.�%。本集團塑膠製品業務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率約為
��.0%，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有所下跌。本集團之塑膠製品業
務經營溢利率下跌之原因與金屬製品業務相似，特別是設計及組裝塑膠注塑模具之收入
佔本集團塑膠製品業務總營業額的比例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下
降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因此攤薄了本集團塑膠製品業務期內
之整體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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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費用約為港幣�,0��,000元，與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若。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約為港幣��,0��,000元。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際稅率（按所得稅開支佔扣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百分比計算）
約為�0.�%，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有所上升。於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億和精密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為本集團金屬部門位於深圳
之主要附屬公司）享有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其稅率為�.�%。然而，稅務優惠期已於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屆滿，因此，億和精密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須於
期內按��%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為本集團塑膠部
門位於深圳之主要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獲豁免繳納企業所
得稅，然而，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之稅務豁免期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屆滿，因此，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須於期內按�%之稅率
繳納企業所得稅。此外，根據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生效之中國內地
新稅務條例，由本集團位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向其海外控股公司派發之股息將須按�%
之稅率繳納預扣稅。故此，本集團之整體實際稅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增加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港幣��,���,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元減少約��.0%。本集團之
純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減少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本集團純利率下跌主要是由於(i)本集團產品組合變動，而來自設計及
組裝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模具的收入佔總營業額的比例下降，因此攤薄本集團的整體毛
利率；(ii)本集團新落成之模具研發中心所產生之前期虧損；(iii)本集團之規模及生產能
力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不斷擴充而導致各項經營成本增加；及(iv)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體實際稅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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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深圳業務 445,612  ��0,0��
蘇州業務 80,395  ��,���   

 526,007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深圳業務 38,120  ��,0��
蘇州業務 9,679  �,���   

 47,799  ��,���    

正如上表所示，由於蘇州生產廠房之成立日期較本集團之深圳生產廠房為晚，因此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大部份營業額仍然來自本集團之深圳生產廠
房。然而，蘇州生產廠房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產生約港幣�0,���,000
元的營業額及約港幣�,���,000元的純利，分別佔本集團同期的總營業額及純利約��.�%
及�0.�%。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財務比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由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約港
幣��,���,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元下跌約
��.�%。由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溢利下跌，以及期內之原材料價格上升，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所持有之存貨成本大幅增加所致。由於本集團之規模持續擴大，故投資活動所
用之現金淨額（主要用於購置固定資產）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
���,���,000元增加約��.�%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0,0��,000
元。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約港幣�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借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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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均是以港幣為單位之浮息貸款，該等借貸主要為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及擴充計劃提供資金。庫務活動由高級管理人員控制，並以平衡本集團
之擴展需要與財政穩定性為目標。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主要流動資金及資
本比率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存貨週轉日數（附註�） 95  ��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附註�） 74  �0
應付賬款週轉日數（附註�） 78  ��
流動比率（附註�） 1.65  �.��
負債對股本比率（附註�） 0.34  淨現金   

附註：

�. 存貨週轉日數是根據存貨餘額除以銷售成本後，再乘以期╱年內之日數計算。

�.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是根據應收賬款餘額除以營業額後，再乘以期╱年內之日數計
算。

�. 應付賬款週轉日數是根據應付賬款餘額除以銷售成本後，再乘以期╱年內之日數計
算。

�. 流動比率是根據本集團之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計算。

�. 負債對股本比率乃根據銀行借貸與融資租賃負債之總額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

存貨週轉日數

本集團大部份日本客戶均有本身指定之原材料供應商。此等日本客戶一般均會要求本集
團向其指定之原材料供應商採購生產金屬及塑膠部件所需之原材料，而原材料之交付及
定價則由本集團、其客戶及供應商三方磋商釐訂。此方法使本集團能於其營業額及業務
規模不斷擴大之情況下，繼續有效地管理其存貨。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之存貨週轉日數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日至��日。存
貨週轉日數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
從而令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持有之存貨成本大幅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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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週轉日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管理持續改善，因此本
集團之應收賬款週轉日數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日下降至約��
日。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付賬款週轉日數減至約��日，主要是由於
供應商於期內所給予之還款期縮短所致。

流動比率及負債對股本比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借貸增加約�00.�%，藉此為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提供資金。因此，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約�.��減少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約�.��。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
貸（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負債）增加約���.�%至約港幣���,�0�,000元，因此，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對股本比率增加至約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總代價（於扣除開支
前）約港幣��,��0,000元回購其股份總數�,��0,000股（每股港幣�.�0元至�.�0元）。由於回
購股份的關係，本集團的股東權益和現金餘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減少約港幣
��,��0,000元（於扣除有關開支前）。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港幣���,���,000元。該等
資本開支主要用於興建本集團的模具研發中心（為一間專注於製造模具的生產基地）。模
具研發中心的建築工程現已完成，目前正處於試產階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簽約但尚未作出支付的資本開支約為港幣
���,���,000元，該等開支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作出支付。從二零零七年起，本
集團已經開始興建蘇州生產廠房第二期以及中山新生產廠房。因此，該等尚未作出支付的
資本開支主要是為了完成蘇州生產廠房第二期以及中山新生產廠房剩餘建築工程而須向承
包商支付的建築費用。本集團將盡力從市場內安排額外融資，以支付該等須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後作出支付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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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抵押之資產包括：(i)作為給予建築商之建築訂金而
抵押的約港幣�,���,000元之銀行存款；(ii)為取得銀行借貸而抵押的分別位於香港及賬面
淨值約港幣�,0��,000元之租賃土地及物業，以及位於蘇州及賬面淨值約港幣��,0�0,000元
之設備；及(iii)為取得融資租賃負債而抵押的賬面淨值約為港幣���,���,000元之設備。

前景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致力進行其由金屬模具及部件製造
商轉型為全方位一站式服務供應商之計劃。作為本集團擴充計劃的一部份，本集團的模
具研發中心已經落成，並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進入試產階段。

本集團客戶通常會先要求本集團設計及製造相關模具，然後才大量生產金屬沖壓及塑膠
注塑部件。因此，若要大規模獲得生產金屬沖壓及塑膠注塑部件的訂單，模具的製造能
力及質量標準正是關鍵所在。此外，由於所有部件基本上由模具生產，因此本集團所製
造之模具數量將對本集團日後的零部件訂單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為了提升本集團的模具
生產能力，本集團已成立一個模具研發中心。憑藉擴大後的模具產能，本集團不但可以
為其零部件製造更多模具，而擴大後的模具產能亦可讓本集團擁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向仍
在海外國家保留生產廠房的客戶單獨生產及銷售模具。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位於蘇州的生產廠房持續擴展。本集團蘇
州生產廠房主要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內多家日本及其他跨國製造企業服務。隨著本集團的
蘇州生產廠房持續擴展，其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及溢利分別增
加約��.�%及��.�%至約港幣�0,���,000元及港幣�,���,000元。

鑒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龐大業務潛力，本集團現正展開建築面積約��,000平方米的蘇州
生產廠房第二期建築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落成。

本集團現有之深圳生產廠房位於珠江三角洲東岸。為了更好的服務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岸
的現有客戶以及開發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岸之新客戶，本集團正興建一間位於中國廣東省
中山市之新生產廠房，中山新生產廠房之建築面積約為��,000平方米，已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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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工，並預計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落成。在珠江三角洲西岸的現有客戶附近建立中山新
生產廠房，不但能為本集團及其客戶節省運輸成本，亦有助鞏固本集團與現有客戶之業
務關係，最終有助本集團提高其營業額。

本集團現時主要作爲一家專向從事生產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如影印機、打印機及多功能週
邊設備的著名日本品牌擁有者提供模具及部件的供應商。基於(i)本集團業務過往主要集
中於生產金屬沖壓模具及部件，並無完全開發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之其他商機（包括相
關塑膠注塑部件和模具製造，以及向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有者提供裝配服務）；(ii)日
本製造商將生產工序外判予非日本供應商的趨勢尚屬初期階段，而本集團客戶目前所採
用的大部份零部件依然由具有日本背景的供應商製造，因此，管理層相信辦公室自動化
設備市場仍有大量機會讓本集團開拓業務。然而，本集團亦同時在其他行業物色增長機
會，包括汽車、家電產品及醫療設備市場。然而，考慮到(i)現有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
場仍有大量機會讓本集團開拓業務，及(ii)與其他行業的著名品牌擁有者建立牢固的業務
關係可能需要大量時間，因此，管理層將仍會把資源集中放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
並預期於短期內大部份客戶的訂單仍然會來自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有者。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股份。

股息

董事會向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合資格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仙，合共為港幣��,���,000元。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或相近日子以現金方式派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擬派中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零
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作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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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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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日期，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中所規定的
守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及董事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
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
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由呂新榮博士擔任主席。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與管理層商討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傑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張傑先生（主席）、張建華先生（副主席）、張
耀華先生（行政總裁）及野母憲視郎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新榮博士、蔡德河
先生及梁體超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