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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98）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
審核的綜合收益表，以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資
產負債表，連同上年度相關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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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4 821,367 611,003
銷售成本及建築合約成本 (607,016) (457,845)

毛利 214,351 153,158
其他收入 5 8,571 8,948
分銷及銷售費用 (83,465) (68,962)
行政費用 (39,335) (29,654)
其他開支 (1,358) (3,663)
財務費用 6 (2,810) (2,457)

除稅前溢利 7 95,954 57,370
稅項 8 (11,069) (4,2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84,885 53,082

股息 9 34,160 14,000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10 0.2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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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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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2,040 99,961
預付租賃付款 43,196 9,855
購置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5,228 15,866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按金 － 14,073
無形資產 2,506 2,313
長期預付款項 245 419
遞延稅項資產 3,849 2,590

177,064 145,077

流動資產
存貨 131,414 109,28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220,950 146,688
預付租賃付款 943 232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8,929 18,550
應退稅項 4,205 －
有抵押銀行存款 2,436 2,753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 4,9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2,010 69,218

430,887 351,7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186,061 142,169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273 5,698
應付稅項 － 1,110
保證撥備 4,379 4,449
銀行借貸 64,661 46,510

260,374 199,936

流動資產淨額 170,513 151,775

347,577 296,8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431 2,882
儲備 344,146 293,970

347,577 29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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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其直接控股公司為友佳實業（香港）有限公司（「友佳實業（香港）」），一家在香港
註冊成立的公司，而其最終控股公司為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台灣註冊成立
的公司。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故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報，
人民幣同時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  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多
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本集
團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股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
詮釋第7號 中的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隱含之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10號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
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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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撤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經修訂）企業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讓步安排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顧客忠誠計劃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融

資規定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對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首個年度申報期間之業務合併會計處理方法造成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將會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擁有權益變動但不會導致喪失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方法，而
將其列作股本交易。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狀
況將不會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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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
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4. 分類資料

收益指於年內出售貨品以及提供服務予外界客戶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退貨及撥備，
並扣除增值稅。

業務分類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分為三個經營部份－  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本集團按該等
分類申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有關該等業務的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對外銷售 607,763 － 99,965 707,728
　　－對外合約收益 － 113,639 － 113,639

607,763 113,639 99,965 821,367

分類業績 132,156 (4,248) 450 128,358

未分配公司收入 2,390
未分配公司開支 (31,984)
財務費用 (2,810)

除稅前溢利 95,954
稅項 (11,06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8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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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333,419 94,440 13,232 441,091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6,860

綜合資產總值 607,951

負債
分類負債 129,685 34,380 1,565 165,630
未分配公司負債 94,744

綜合負債總額 260,374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公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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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1,623 2,298 9,419 2,452 35,792
折舊及攤銷 8,203 1,190 1,306 3,385 14,084
呆壞賬撥備，淨額 6,254 2,059 215 － 8,528
質保金撥備（撥備沖回） 2,207 1,945 (369) －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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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對外銷售 467,346 － 58,308 525,654
　　－對外合約收益 － 85,349 － 85,349

467,346 85,349 58,308 611,003

分類業績 80,938 4,468 650 86,056

未分配公司收入 6,563
未分配公司開支 (32,792)
財務費用 (2,457)

除稅前溢利 57,370
稅項 (4,2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53,082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266,536 76,632 75,417 418,585
未分配公司資產 78,203

綜合資產總值 496,788

負債
分類負債 81,995 29,283 20,706 131,984
未分配公司負債 67,952

綜合負債總額 1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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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 停車設備 叉車 公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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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3,647 244 13,470 3,580 20,941
折舊及攤銷 7,151 967 498 2,210 10,826
呆壞賬撥備，淨額 4,743 653 1,952 － 7,348
保證撥備 1,319 2,457 863 － 4,639

地區分類

本集團的全部業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且本集團主要服務中國市場，故並
無呈列地區市場的分類資料。

5. 其他收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物料 3,720 1,814
政府補貼 1,520 4,489
銀行利息收入 1,251 1,754
修理收入 570 438
淨匯兌收益 411 －
其他 1,099 4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4

8,571 8,948

6. 財務費用

該筆款項是指須於五年內全數清償的銀行借貸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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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董事酬金 1,181 1,172
其他員工成本 65,531 47,45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815 2,014

總員工成本 70,527 50,645

呆壞賬撥備，淨額 8,528 7,348
包括在行政開支內的無形資產攤銷 769 580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808 2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507 10,014

總折舊及攤銷 14,084 10,826
核數師酬金 1,671 1,603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03,101 389,728
確認為開支的建築合同成本 104,145 68,1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31 －
淨匯兌虧損 － 289
租用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3,371 2,677
研究費用（包括行政費用） 181 642
存貨撥備轉回 (230) (16)

8. 稅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稅項 12,873 6,37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45) (429)

12,328 5,942
遞延稅項 (1,259) (1,654)

11,069 4,288

於兩個年度內，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於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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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獲認可為先進技術企業。根據向有關中國稅
務機關取得的審批，杭州友佳獲授權享有特惠所得稅率16.5%，包括國家所得稅率15%
及地方所得稅率1.5%，而杭州友佳有權享有稅項寬減期，於稅項寬減期內，  杭州友佳
於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全面豁免繳納國家及地方所得稅，接著於其後三年獲
減免一半國家及地方所得稅。豁免期於二零零六年屆滿。

於二零零六年，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若干政策，其稅項寬減期可獲延長三年，據
此由二零零七年起三個年度期間中國國家所得稅最低稅率為10%。此外，杭州友佳亦
可獲減免一半地方所得稅（並無指定期限），即地方所得稅0.75%。因此，杭州友佳的適
用稅率為10.75%（二零零六年：8.25%）。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國家主席主席令63號頒布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發出新稅法實施細則。新稅法及實施
細則將由杭州友佳的適用稅率15%變更至分別截至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
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8%、20%、22%、24%及25%
的優惠稅率。該稅率變更對遞延稅項並無重大影響。

於兩個年度內，其他集團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

9. 股息

年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每股人民幣6仙（二零零六年：每股人民幣5仙） 20,160 14,000
末期－每股人民幣5仙（二零零六年：無） 14,000 －

34,160 14,000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6仙（二零
零六年：5仙），並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人民幣84,885,000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53,082,000元），以及於調整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發行之56,000,000股紅利股
份之影響後，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36,000,000股（二零零六年：334,082,192股）
計算。

於兩個年度內，由於並無潛在攤薄效應的已發行股份，因此並無列報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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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190,203 128,193
減：呆壞賬撥備 (19,063) (11,034)

171,140 117,159
提供予供應商的預付按金 26,785 17,064
其他應收賬款 6,666 5,803
按金及預付款項 16,359 6,66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合計 220,950 146,688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30至180天賒賬期。

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30天 148,795 84,933
31－60天 5,535 3,204
61－90天 2,742 5,683
91－180天 6,760 11,339
180天以上 7,308 12,000

171,140 11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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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貿易應付賬款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30天 46,999 31,737
31－60天 30,747 18,455
61－90天 4,764 400
91－180天 2,733 234
180天以上 3,429 2,203

貿易應付賬款 88,672 53,029
來自客戶的預付按金 55,075 56,337
其他應付賬款 28,642 20,094
應計費用 13,672 12,709

186,061 142,169

採購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日。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賬款
於信貸期限內。



1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銷售額及純利均錄得滿意的增幅。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三項業務即CNC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之銷售量分
別為1,491台、6,997台及1,537台，與去年比較均取得顯著之增長。本集團位於
下沙的廠房（屬於杭州友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高」）於二零零七年初開始
投入生產叉車，而於蕭山的廠房則主力生產CNC工具機及停車業務。此策略上
的安排提升了本集團的產能及生產效率，再加上國內制造業的蓬勃發展，使本
集團的CNC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業務於本年度之銷售量均上升。其中本集
團於本年度開發了新系列的電動叉車，使叉車於海外的銷售量大增，因此叉車
於本年度獲得較高之增長率。另外，本集團於本年度亦成功實施有效的成本監
控政策，令毛利得以改善。在銷售網絡方面，本集團於中國的聯絡辦事處由二
零零六年的26個增加至本年度的29個，覆蓋全國多個主要城市。本集團擁有380
名專業的銷售人員，與客戶保持緊密聯絡，為客戶提供完善的售前及售後服
務。除此之外，本集團亦不斷加強與海外代理合作，積極擴展銷售網絡，以開
拓更多的海外市場。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財務表現保持著增長之勢
頭。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及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為約人民幣821,370,000
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611,000,000元）及約人民幣84,890,000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53,080,000元），比較二零零六年的數額分別增加約34.4%及約59.9%。

收益

本年度，CNC工具機仍是本集團主要收益來源。CNC工具機銷售數量由二零零
六年的1,151台增至本年度的1,491台，產品的銷售額由二零零六年約人民幣
467,350,000元增加至本年度約人民幣607,760,000元，增長約30%，佔本集團整
體收益約74%。CNC工具機業務的主要客戶為汽車及機械製造商。隨著中國製
造業之持續薘勃發展，客戶對高階CNC工具機之需求亦日益增加。另外，由於
內地汽車市場急速發展，汽車生產商透過加速生產以應付競爭激烈的市場，故
對CNC工具機帶來大量訂單。本集團CNC工具機的銷售額亦因此獲得顯著增
幅。另一方面，原材料成本於二零零七年大致保持穩定，本集團亦透過向本地
供應商採購原材料以降低成本。於本年度，CNC工具機的經營毛利率增加至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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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設備於本年度的銷售額及銷售數量分別為約人民幣113,640,000元及6,997
台，較二零零六年分別增加約33.1%及44.9%，繼續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13.8%。
至於叉車方面，銷售數量由去年的957台大幅增長至1,537台。而銷售額亦由二
零零六年約為人民幣58,310,000元增加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99,970,000元，大幅
增長約71.4%。本集團於本年度透過引入新系列的電動叉車，成功擴大了叉車
在海外市場所佔的份額，因此令到叉車業務於本年度獲得非常理想的增幅。與
去年相比，叉車業務所產生的收益已增長至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12.2%。本年
度叉車的經營毛利率約13.3%。

銷售成本及毛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增加至約人民幣
607,01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457,850,000元）。本集團的毛利則由二零零
六年約人民幣153,160,000元增加至本年度約人民幣214,350,000元。而本集團的
整體毛利率約為26.1%（二零零六年：25.1%）。毛利率上升乃由於本集團的主營
產品CNC工具機於本年度的毛利率比較去年有所增加。

經營開支

分銷及銷售費用由二零零六年約人民幣68,960,000元增加約21.0%至本年度約人
民幣83,470,000元，是項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國內的聯絡辦事處增加以及CNC
工具機產品之相關銷售活動增加所致。於本年度，分銷及銷售費用佔本集團收
益百分比為約10.2%（二零零六年：11.3%）。另一方面，行政費用由二零零六年
約人民幣29,650,000元增加約32.6%至本年度約人民幣39,340,000元，是項增加乃
由於員工薪金上調及呆壞帳撥備增加。另外，本集團位於下沙的廠房（屬於杭
州友高）於二零零七年初開始投產亦導致有關之固定經常費用增加。於本年度，
行政費用佔本集團收益百分比為約4.8%（二零零六年：4.9%）。

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零六年約人民幣 3,660,000元減少至本年度約人民幣
1,360,000元。主要由於去年數額包括約人民幣2,950,000元的一次性上市費用。
另一方面，財務費用增加約14.4%至約人民幣2,81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2,460,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平均銀行貸款增加所致。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
民幣84,890,000元，較去年增加約人民幣31,800,000元或約59.9%。權益持有人應
佔純利率由二零零六年約8.7%增加至本年度約10.3%。



15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70,510,000
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151,780,000元），股東資金約人民幣347,580,000元（二
零零六年：人民幣296,850,000元），以及短期銀行借款約人民幣64,660,000元（二
零零六年：人民幣46,510,000元）。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乃由內部經營所得現金流
量及現有銀行貸款作融資。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為數約人民幣52,010,000元（二
零零六年：人民幣74,200,000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對流動負
債總額的比率）約為1.7倍（二零零六年：1.8倍）。資本負債比率（債項總額對資
產總值的比率）約為10.6%（二零零六年：9.4%），反映本集團仍保持著良好的財
務狀況。

資本架構及庫務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股本增加至3,360,000港元，分為
336,0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00,000港
元，分為28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本
公司按每持有五股股份可獲發行一股紅利股份作基準發行紅利股份。紅利股份
在各方面均與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中國銀行給予的信貸融資提供業務所需
資金。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繳清的短期借貸保持於約人民幣
64,66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46,510,000元）的水平。本集團採用的借貸方
式主要包括銀行貸款。本集團備有定息借貸，已訂約到期日為一年內。年內，
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利率對沖安排。董事相信，本集團備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清
償債務及提供業務及資本開支所需資金。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的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附屬公司或聯
營公司收購或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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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分類資料的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
表附註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合共1,270位（二零零
六年：1,051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為數約
人民幣70,53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50,650,000元）。本集團之晉升及薪酬
檢討政策乃依據市場趨勢、未來計劃及個別僱員於各範疇之表現及經定期檢討
而釐定。

本公司亦繼續設有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及表揚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所作出
的貢獻。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僱員參加中國當地政府營運的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而香
港僱員則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向上述計劃作出供款
約人民幣3,82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2,010,000元）。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主要就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支出
已作出的承擔約為人民幣22,93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4,210,000元）。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
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2,440,000元（二零零
六年：人民幣2,750,000元）指作為競投合約的銀行保證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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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底開展杭州友華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華」）第一期
生產基地的建造工程，預計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落成。該生產廠房將用以生
產大型的CNC工具機。建造成本估計約為人民幣32,500,000元，將以內部資源
及銀行融資撥付。另外，本集團於本年度以約人民幣19,200,000元的代價，收
購一幅位於浙江省杭州江東工業園的土地使用權。該地的總樓面面積約67,000
平方米，有關之生產廠房由杭州友達機械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友達」）擁有。有
關生產廠房的建造工程預計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動工。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以內經營業務。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以人民幣收取大部分收益，部分已兌換為美元、日元及其他外幣等外幣，
以支付有關入口零部件的款項。因此，本集團面對若干程度的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並無進行對沖活動，因其認為對沖活動對本集團的影響相當輕微。

人民幣目前並非自由兌換貨幣。本集團的部分人民幣收益或溢利須轉換為其他
貨幣，以履行本集團的外幣義務，例如在宣派股息的情況下派付股息。

前景展望

本集團相信中國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將使工具機於國內的需求量持續上升，
特別是高端的CNC工具機。中國為全球工具機第一消費大國，為滿足本地市場
的龐大需求，本集團將繼續擴充其產能及提升其研發能力，以生產更高品質的
高端精密CNC工具機，例如臥式加工中心及龍門加工中心另外，本集團位於浙
江省下沙的生產基地（屬於杭州友華）之第一期建造工程計劃已於二零零七年底
開始動工，並預計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落成。另一方面，本集團於本年度所
購買之浙江省杭州江東工業園的土地使用權，其總樓面面積合共約67,000平方
米，土地成本約為人民幣19,200,000元。有關之生產廠房乃屬於杭州友達，而
有關之建造工程預期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動工。這兩個新廠房均會用作生
產CNC工具機，以及工具機零部件。此舉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產能。

在長遠發展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參與全球及本地的大型工具機展銷會，積極擴
大市場佔有率，包括海外市場。本集團亦會加強與海外代理之合作，積極擴展
銷售網絡，以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董事會相信憑藉本集團所擁有之龐大銷售
網絡、先進技術及專業技能，以及先進的生產設施，定能充分滿足客戶不同的
需求，帶領本集團邁向成為一家國際性的CNC工具機製造商，並為本公司的股
東帶來理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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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本公司的股東，本集團的客戶及供應商一直
以來的支持。並謹此致謝所有過去一年為本集團付出努力及貢獻的管理層及員
工。

末期股息

董事擬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
幣0.06元（相當於約0.067港元），為人民幣20,160,000元（相當於約22,510,000港
元）。該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星期二寄發予該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二十三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並須獲股東於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二零零八年股東週年大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績

為核實有權收取末期股息，並出席二零零八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
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止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處香港中央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自身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之企業管治守則。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載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及年度業績審閱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其
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審核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顧福身先生（為主席）、江俊德先生
及余玉堂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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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該會計師行將於二零零八股東週年大會上依章告退，惟其符合
資格且願膺選連任）進行審核。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初步業績公佈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goodfriend.hk），而本財政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刊
載於上述網站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朱志洋先生、陳向榮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
生及邱榮賢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顧福身先生、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