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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Telecommunication	(Asia)	Holdings	Limited
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5）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79%至人民幣�,�98百萬元
‧ 毛利增加38%至人民幣38�百萬元
‧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34%至人民幣�47百萬元
‧ 每股盈利增加��%至人民幣�3.83仙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3.88港仙

業績

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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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二零零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核並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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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197,756  670,47�

銷售成本  (816,534	) (394,��9 )    

毛利  381,222	 �76,�4�

其他收益  13,850	 5,349

銷售及分銷開支  (54,445	) (40,�89 )
一般及行政開支  (39,156	) (��,903 )
其他經營開支  –  (�68 )    

經營溢利  301,471	 ��8,33�

融資成本  (3,233	) (�04 )    

除稅前溢利 5 298,238	 ��8,��7

所得稅 6 (50,950	)	 (33,745 )    

本年度溢利  247,288	 �84,3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47,288  �84,38�    

股息 7 44,250  �06,�3�    

每股盈利 8
 －基本  23.83仙  �9.54仙    

 －攤薄  20.81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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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695		 �,73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840		 7�,9��    

  119,535		 73,659    

流動資產
存貨  30,628		 �9,7�4
貿易應收賬款 9 286,841	 ��9,�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886		 43,�6�
現金及銀行結餘  798,303		 40�,445    

  1,159,658		 684,57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0 16,702		 ��,�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8,193		 35,48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58		 4�
應付稅項  15,111		 9,�7�    

  70,064		 56,9�9    

流動資產淨額  1,089,594		 6�7,6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9,129		 70�,308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319,632	)	 –    

資產淨值  889,497		 70�,308    

包括：

股本 11 107,900		 �07,900
儲備  781,597		 593,408    

股東權益  889,497		 7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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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並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亦為本集團功能貨幣。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訊設備及相關產品、自助服務業及電
訊產品代理業務。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

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資產外，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計算方法為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對政策
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數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此等估
計與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於有關情況相信屬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構
成不能自其他途徑即時獲悉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判斷基準。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
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將按持續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某段期間，則該修訂於修
訂估計期間確認；或倘該修訂對現時及未來期間構成影響，則在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確
認。

2.	 守章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
稱）、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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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是次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之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呈報年度的本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因該等發展而有重大變動。然而，由於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財務報表之呈
列：資本披露」，故本財務報表包括下文所載之若干額外披露：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報表包括有關本公司金融工具重要性及該等工
具的性質和風險程度的披露，較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規定披露的資料詳盡。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提出額外披露規定，須提供有關資本水平及本公司管理資本
之目標、政策及程序之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均並無對財務報表內確認的金額的分類、
確認及計量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截至此等財務報表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採納之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財務報表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經修訂） 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借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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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3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4

 －詮釋第�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固定資產的限制、
 －詮釋第�4號  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3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就預期此等修訂、新訂準則及新詮釋於初步應用期間構成之影響作出評估。
迄今，本集團總結，採納此等修訂、新訂準則及新詮釋不大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呈報

有關本集團業務及地區分部的分部資料已經呈報。業務分部資料被用作主要報告形式，
此乃由於此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匯報較為相關。

製造業務︰設計、製造及銷售電訊設備及相關產品。

自助服務業務︰透過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通訊繳費卡。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作為供應商之代理，向合作分銷網絡出售電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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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務分部

	 		 自助		 電訊產品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未分配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來客戶收入 86�,579  �00,��3  �35,064  –  –  �,�97,756
分部間收入 37,69�  –  –  (37,69� ) –  –
其他外來客戶收入 –  –  –  –  �3,850  �3,850           

總計  900,�7�  �00,��3  �35,064  (37,69� ) �3,850  �,���,606
           

分部業績 �88,786  �0,�7�  6,59�  –  –  305,650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7,4�� )           

除稅前溢利           �98,�38
稅項           (50,950 )           

年內溢利淨額           �47,�88
           

年內折舊及攤銷 �,5�4  �,75�  –  –  �4�  4,4�7

	 		 自助		 電訊產品		 分部間
	 製造業務		 服務業務		 代理業務		 撇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908,885  59,8�4  –  (�8,809 ) 949,890
未分配資產         3�9,303         

資產總值         �,�79,�93
           

分部負債 (67,��7 ) (�,6�0 ) –  –  (68,837 )
未分配負債         (3�0,859 )         

負債總額         389,696
           

於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4,�49  �6,�6�  –  –  50,3��

所有經營溢利及資產源自本集團於中國之經營。因此，並無呈報地區分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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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5%以上之經營溢利及資產源自本集團於
中國之電訊產品經營、製造及銷售。本集團憑藉其四類產品獲得收益，分別是電訊
網外設備、電訊信息終端設備、電子智能化產品及光傳輸接續產品。由於該等產品
之性質，其生產程序及用於分銷該等產品之方法相若，故將該等產品合併及按單一
業務分部報告。因此，在此並無呈報地區及業務分部之分析。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為扣除退貨、商業折扣及銷售稅項後之已售貨品發票值。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包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製造業 862,579		 670,�43
 自助服務業 200,113		 3�8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 135,064		 –   

 1,197,756		 670,47�   

其他收益
 匯兌收益 9,706		 �,060
 利息收入 4,144		 4,�89   

 13,850		 5,349   

總收益 1,211,606		 6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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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攤銷土地租賃費用 43		 43
核數師酬金 996		 8��
存貨成本（附註�） 816,534		 394,��9
折舊（附註�） 4,377		 �,696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金額 (199	)	 (407 )   

 4,178		 �,�89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57,939		 40,3�4
 退休計劃 1,046		 877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開支 2,162		 ��3   

 61,147		 4�,4�4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金額 (7,054	)	 (�,�64 )   

 54,093		 39,�50

研發成本（附註�） 14,818		 5,�9�
物業經營租賃款項 2,085		 7�8
   

附註：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之人民幣8,�5�,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7,�8�,000元），該金額亦計入於上文分別披露之個別總金額。

�. 研發成本包括分別人民幣�99,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407,000元）及人民幣
7,054,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64,000元）之折舊及員工成本。

6.	 所得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50,950		 33,745
   

(a) 福建締邦實業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須以該公司適用之稅率�5%（二零零六
年：�5%）按年度應課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福州沃眾智能系統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須以該公司適用之稅率33%按年度應
課稅溢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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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電訊（福建）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於抵銷往年虧損後首個獲利年度開
始，可免繳兩年中國企業所得稅，及於隨後三年獲寬免50%稅項。由於該公司於本
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六年：無），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二零零七年通過之法例，中國本地及外資企業將全面實施劃
一企業所得稅�5%，惟須受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落實之若干例外或豁免限制。

(b)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賺取任何須繳付香港利得稅之收入（二零零六年：無），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c)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二零零六年：無）。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與會計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298,238		 ��8,��7   

按適用於在有關司法區獲取溢利之稅率計算之除稅前
 溢利之名義稅項 45,953		 3�,567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項影響 –		 �6,�74
不可扣稅收入之稅項影響 (1,872	)	 (�6,800 )
其他 3,793		 64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3,076		 �,740   

實際稅項開支 50,950		 33,745
   

7.	 股息

年內，已派及擬派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包括：

(a)	 二零零七年之應付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
 （二零零六年：�港仙） –		 �0,37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		 �0,790
Skyban（附註） –		 95,34�   

總計 –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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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
 每股3.88港仙（二零零六年：每股4.33港仙） 40,255		 44,9�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37,542		 44,�50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附註：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Skyb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Skyban」，本集團旗下公司）已於集團重組前向其當時股東派付股
息。

(b)	 二零零六年已付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4.33港仙（二零零六年：無） 44,924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44,250		 –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47,�88,000元
（二零零六年：人民幣�84,38�,000元）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037,500,000股（二
零零六年：943,630,000股）計算。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037,500		 780,000
發行股份（附註��(iv)） –		 �63,6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7,500		 94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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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50,5��,000元
及�,�04,03�,00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247,288		 �84,38�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實際
 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3,233		 –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250,521		 �84,38�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股   千股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7,500	 943,630
視作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以零代價發行
 股份之影響 2,785	 –
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163,74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1,204,031	 943,630
   

由於本公司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份
之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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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予90天之信貸期。

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天 108,812		 70,�37
3�至60天 89,428		 7�,376
6�至90天 87,070		 7�,�96
9�至�80天 1,531		 4,549   

 286,841		 ��9,�58
   

10.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天 15,877		 ��,554
3�至60天 793		 458
6�至90天 –		 87
365天以上 32		 3�   

 16,702		 ��,�3�
   



- �3 -

11.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本公司註冊成立時（附註i） �,000  �00
增加法定股本（附註ii） 3,998,000  399,800   

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註冊成立時發行股份（附註i） �,000  �00
因重組發行股份（附註iii） 59,000  5,900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附註iv） �57,500  �5,750
股份溢價撥充資本（附註v） 7�0,000  7�,000   

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37,500  �03,750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07,900
   

附註:

(i)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註冊成立時，本公司法定股本為�00,000港元，分為
�,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於同日及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
司分別配發及發行一股認購方股份及999,999股股份，兩者均未繳股款，其後按面
值入賬列作繳足（詳見下文附註(iii)）。

(ii)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藉增設3,998,000,000股
額外股份，將其法定股本由�00,000港元增至400,000,000港元，每股面值為0.�0港
元。額外股份與當時存在之股份於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iii)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
日，本公司配發及發行59,000,000股股份，股份面值為每股0.�0港元，連同上文
附註(i)所述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及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配發及發行之
�,000,000股股份（均按面值入賬列作繳足），以就本公司收購本集團當時控股公司
Skyban全部已發行股本作交換。

(iv) 就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而言，合共�57,5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乃按
每股�.�6港元之價格發行，扣除開支前之總現金代價約為3�4,450,000港元。此等
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起在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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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約7�,000,000港元之股份溢價經
撥充資本，以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向本公司股東按比例發行7�0,000,000股每
股面值0.�0港元之股份。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以下項目已訂約
 －預付租賃款項 –		 �,6�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48		 3�,5�4   

 15,648		 35,�5�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取得理想業績，源自引入自助服務業
務及電訊產品代理業務。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98,000,000元，較去年增加
79%。毛利增至約人民幣38�,000,000元，較去年增加38%。股東應佔溢利升至約人民
幣�47,000,000元，較去年增加34%。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3.83仙。

銷售電訊網外設備

公用電話亭及新推出電子亭均為本系列中之主要產品。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來自銷售電訊網外設備之營業額增加�0%至約人民幣�69,000,000元，佔本
集團總銷售額約��%。增長之原因為本集團推出更先進型號及更佳外表設計之努力。
有見電子亭之需求增加，本集團本身已於年內推出電子亭。電子亭已銷售予福建省福
州市之主要銀行客戶，而本集團計劃藉推出新型號以確保新客戶來源，因而電子亭於
將來銷售額將會增加。

銷售電訊信息終端設備

公用電話、無線商用電話及新推出數碼機頂盒為此系列中主要產品。來自銷售電訊信
息終端設備之營業額增加��%至約人民幣�84,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及城市化成為帶動電訊設備之需求之動力，加上本集團在改善產品
質素上不遺餘力，均有助促進營業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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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電子智能化產品

本集團之電子智能化產品主要包括智能售卡機，為公眾提供自助購買通訊繳費卡服務
及新推出智能刷卡通系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源自銷售電子智
能化產品之營業額增加�7%至約人民幣�83,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4%。
營業額上升，主要受通訊繳費卡日趨普及，本集團於年內推出新型號智能售卡機所推
動。

銷售光傳輸接續產品

本集團之光傳輸接續產品包括可組織接續電訊渠道中之不同元件，如光纖配線體及光
無源等器件。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分部之營業額上升���%至約
人民幣��7,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致力
提升產品質素，並將現有及新推出產品之價格訂於具競爭力之水平。

自助服務業務

鑒於中國龐大的通信費用繳交服務市場，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於福建省福州市
進行先導計劃，於多個住宅區及商業大廈、商場及大學學生宿舍設置多個智能售卡機
終端以銷售通訊繳費卡。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福州地區擁有合共
�,000個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點，售卡情況令人滿意。表示該業務存在非常可觀之市
場。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源自透過智能售卡機終端銷售通訊繳
費卡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000元。佔本集團之營業額約�7%。

電訊產品代理業務

鑒於本集團在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網路，集團通過非自產的電訊產品代理業務，我們
能夠提升市場資源利用效率，令業務盈利更為可觀。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開始電
訊產品代理業務。由於本集團採取定量保價策略，所有自供應商供應之產品直接進入
合作分銷網路管道銷售，從而減低經營成本及存貨管理成本。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源自代理業務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5,000,000元，佔集團之總營
業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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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79,000,000元，當中
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0,000元及流動資產約人民幣�,�59,00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通過唯一配售代理瑞士銀行發行１％本金總額為人
民幣330,000,000元並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票息可換股債劵（「債劵」），債劵可轉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債劵持有人有權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或其後四十一日起直至二零一
二年十一月八日前七日期間任何時間按初步兌換價為每股�.08港元兌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債券以年利率�厘計息，利息須由本公司於每半年到期後支付，且債券將於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到期。且前，本公司擬把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擴展其位於中國之自助
服務業務。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大部分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人民幣798,000,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約人民幣
�6,000,000元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展望

董事對本集團業務前景感到樂觀。彼等預期生產業務保持強勁，並因中國經濟蓬勃而
持續攀升。考慮到生產設施使用率甚高，且需要達到預期需求增長及配合生產新產
品，本集團已開始興建新生產設施，讓本集團提高其生產能力。新生產設施第一期經
已落成，並將於二零零八年第一季末前開始運作。本集團繼續於中國各大城市設立代
表辦事處以擴充其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本集團擬增設八家新代表辦事處，將令本集
團於中國之代表辦事處總數達三十五家。本集團亦正研究將其業務擴展至若干東南亞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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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期，自助服務業務將成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帶來日漸增加之營業額及逐步擴
大本集團之服務範圍。

此外，為推廣宣傳本集團形象及產品，本集團將積極參與貿易展及展覽。本集團深明
不斷改良產品之重要性，故將繼續專注研發更先進有效之產品。本集團透過引進多項
措施，有效控制生產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同時維持應收賬
款週轉日數及存貨流轉日數於穩健水平以提高財務業績。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
通股3.88港仙，惟須待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作
實。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8號金鐘匯中心�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支持其主要業務有約665名僱員。本集團瞭
解到維繫高質素能幹員工之重要性，故持續為僱員提供參考現行市場慣例及個人表現
後釐定之薪酬組合，另提供醫療保險及退休計劃等其他福利。此外，根據經本集團批
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可向本集團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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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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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矢志制定及秉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
五月十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前，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
年一月二十日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4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之原則，作為本身企業管治常規之守
則。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起一直遵守該守則。

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俞龍
瑞先生現時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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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四日已根據該守則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慶昌先生、余輪
先生及忻樂明先生。鄭慶昌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已根據該守則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釐定應付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
員之薪酬待遇、花紅及其他報酬條款。薪酬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鄭慶昌先生、余輪先生及忻樂明先生。鄭慶昌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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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已根據該守則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就委任董事及管理董事會繼任人選向董事
會作出推薦意見。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慶昌先
生、余輪先生及忻樂明先生。鄭慶昌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6第45(�)至
45(8)段規定之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並向股東
寄發。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對全體員工所付出竭誠努力及勤勉工作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俞龍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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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銓 忻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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