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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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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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收入 � 411,754,404	 ��0,���,��0

銷售成本  (332,777,965	) (�0�,���,��� )    

毛利  78,976,439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9,941,036  �,0��,���
銷售及經銷成本  (41,021,930 ) (�0,���,��� )
行政費用  (36,625,307 ) (��,0�0,��� )
其他費用  (3,836,268 ) (�,�0�,��� )
融資成本 � (5,438,490 ) (�,���,0�� )    

除稅前溢利 � 1,995,480  �,��0,���

稅項 � (1,597,696 ) (�,�0�,��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所佔本年度溢利  397,784  �,���,���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

 基本  0.15仙  �.��仙    

 攤薄  0.15仙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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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4,274,311		 �0�,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21,335,443		 �0,��0,���
其他無形資產  10,038,329		 �0,���,���
可供出售投資  680,000		 ��0,000
預付租金  702,000		 –  		

非流動資產總計  187,030,083		 ��0,�0�,���  		

流動資產
存貨  45,476,71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20,388		 ��,���,���
應收賬項及票據 � 64,630,967		 ��,���,���
衍生金融工具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510,355		 ��,���,���  		

流動資產總計  179,238,425		 ���,���,���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0 61,748,249		 ��,���,���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4,158,844		 ��,�00,���
衍生金融工具  106,627		 –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70,967,824		 ��,���,���
應繳稅項  2,636,232		 �,��0,���
產品保養撥備  355,774		 ���,��0  		

流動負債總計  169,973,550		 ���,0��,���  		

流動資產淨值  9,264,875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6,294,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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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4,108,231		 –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24,504,712		 ��,���,���
遞延稅項負債  1,509,031		 �,�0�,���
董事貸款  12,000,000		 –  		

非流動負債總計  42,121,974		 ��,��0,���  		

資產淨值  154,172,984		 ���,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50,480		 ��,��0,��0
儲備  127,622,504		 ���,���,�0�  		

權益總額  154,172,9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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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包
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
香港公司法例之披露規定適當編製。除樓宇、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價值計
量外，本財務報告乃以歷史原值成本法計算。本財務報告以港元呈列。

綜合賬項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收購附屬公司之業績自該等公司被收購之日（本集團取得該等公司之
控制權之日）起綜合計算，並綜合計算至該控制權終止為止。本集團公司之間所有交易產生
的收支及未實現的收益和虧損、以及公司之間結餘已於編製綜合賬項時互相抵銷。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新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及修訂編製本年度財務報告。除特殊情
況引起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變更及附加披露外，採納該新訂詮釋及修訂並未對該等財
務報告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及計量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披露－金融資產之重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詮釋第��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
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重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允許實體在符合特定準則之條件下，倘金融資產不再因
近期出售或重新購入目的而持有，則將分類為持作買賣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從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類別中重新分類（實體於初步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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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實體持有符合貸款及應收款項定義之債務工具，且有意願及能力於可預見將來持有
或持有直至到期止，則（倘在初始確認時未被分類為持作買賣類別）可從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類別中分類或（倘未被指定為可供出售類別）可從可供出售之類別中分類為貸款
及應收款項類別。

倘金融資產不再因近期出售或重新購入目的而持有，不符合條件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
項之金融資產，僅可在少數情況下由持作買賣類別轉撥至可供出售類別或持至到期類
別（倘為債務工具）。

金融資產須按其重新分類當日之公平值重新分類，而金融資產於重新分類當日之公平
值將成為其新成本或攤銷成本（倘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要求對任
何於上述情況作重新分類之金融資產作出大量披露。該等修訂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起生效。

由於本集團未對其任何金融工具進行重新分類，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
營業績並無影響。

(b)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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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要求對賦予員工之股本工具作出安排，即
作為一個股本結算計劃（即使有關權益工具乃本集團從另一方購得，或乃由股東提供
所需股本工具）。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亦處理以股份為基礎、
涉及本集團兩個或以上實體之付款交易。由於本集團目前並無該等交易，故該詮釋對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適用於服務特許權經營者，旨在解釋如何
對服務特許權安排中承擔之義務及取得之權利進行會計處理。由於本集團概無成員公
司為該類經營商，故該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影響。

(d)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之限
制、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說明如何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員工福
利評估有關界定利益計劃未來供款之退款或扣減款額可確認為資產之限額（包括存在
最低撥款規定時）。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界定利益計劃，故該詮釋對此等財務報表概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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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業務劃分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劃
分之收入、溢利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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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收入 243,101,328		 �0�,���,���  168,653,076		 ���,���,���  –		 –  –		 –  411,754,404		 ��0,���,��0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3,033,265		 �,���,���  546		 –  –		 –  (3,033,811	)	 (�,���,���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7,308,323		 �,���,���  2,499,978		 ���,��0  4,168		 ���,���  –		 –  9,812,469		 �,0��,��� 		   		   		   		   		

 總計 253,442,916		 ���,0��,���  171,153,600		 ���,���,���  4,168		 ���,���  (3,033,811	)	 (�,���,��� ) 421,566,873		 ���,��0,���
 		   		   		   		   		

分類業績 21,172,387		 ��,���,���  (13,608,390	)	 (�,���,�0� ) (258,594	)	 (�0�,�0� ) –		 –  7,305,403		 ��,���,���
 		   		   		   		

銀行利息收入 		   		   		   		   128,567		 ���,���
融資成本 		   		   		   		   (5,438,490	)	 (�,���,0�� ) 		   		   		   		   		

除稅前溢利 		   		   		   		   1,995,480		 �,��0,���
稅項 		   		   		   		   (1,597,696	)	 (�,�0�,��0 ) 		   		   		   		   		

本年度溢利 		   		   		   		   397,784		 �,���,���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99,142,010		 ���,���,���  102,259,086		 ��,���,��0  15,739,240		 ��,���,���  (2,473,152	)	 (�,��0,��� ) 314,667,184		 �0�,0�0,�0�
 		   		   		   		

未分配資產 		   		   		   		   51,601,324		 ��,���,��� 		   		   		   		   		

總資產 		   		   		   		   366,268,508		 ���,���,�0�
 		   		   		   		   		

分類負債 65,299,179		 ��,���,��0  36,771,575		 ��,���,���  486,646		 �,�0�,��0  (570,644	)	 ��  101,986,756		 ��,���,���
 		   		   		   		

未分配負債 		   		   		   		   110,108,768		 �0�,���,��0 		   		   		   		   		

總負債 		   		   		   		   212,095,524		 ���,���,���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1,674,274		 ��,0��,���  13,312,563		 ��,���,���  725,347		 ���,���  –		 –  25,712,184		 ��,���,���
應收款項減值 1,677,082		 ���,0��  82,843		 –  –		 –  –		 –  1,759,925		 ���,0��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303,997		 ���,���  (1,260,510	)	 ��0,000  –		 –  –		 –  (956,513	)	 ���,���
重估樓宇之盈餘計入
 資產重估儲備 –		 –  –		 –  1,739,087		 �,��0,���  –		 –  1,739,087		 �,��0,���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271,719		 ���,0��  –		 –  199,602		 ���,�0�  –		 –  471,321		 ���,���
資本開支 37,832,800		 ��,���,�0�  26,964,080		 ��,���,���  129,155		 ��,��0  –		 –  64,926,035		 ��,��0,���
產品保養撥備 –		 –  768,324		 �,0��,���  –		 –  –		 –  768,3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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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劃分

以下表格列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劃分
之收入、資產及資本開支之資料：

	 分類收入	 其他分類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分類資產	 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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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 85,373,514		 ��,��0,���  83,185,931		 ��,�0�,��0  4,546,768		 �,���,��0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其他地方 24,532,479		 ��,0��,���  228,832,050		 ���,���,��0  60,359,344		 ��,0��,���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計 109,905,993		 ���,��0,���  312,017,981		 ���,���,��0  64,906,112		 ��,���,�0�

日本 19,434,587		 ��,���,���  4,068,486		 �,���,���  –		 –
其他亞洲國家* 38,223,527		 ��,���,���  11,063,755		 ��,���,0�0  13,257		 �0,��0 		   		   		

亞洲總計 167,564,107		 ���,��0,���  327,150,222		 ���,�0�,���  64,919,369		 ��,00�,��� 		   		   		

德國 54,824,293		 ��,���,���  8,961,791		 �,���,0��  –		 –
奧地利 64,786,245		 ��,���,���  11,342,172		 �0,���,���  –		 –
其他歐洲國家** 64,568,074		 ��,�0�,���  5,031,740		 �0,���,���  –		 – 		   		   		

歐洲總計 184,178,612		 ���,���,���  25,335,703		 �0,�0�,���  –		 – 		   		   		

北美洲 46,234,240		 �0,0��,���  11,434,629		 ��,���,�0�  6,666		 ��0,���

其他*** 13,777,445		 �,���,��0  2,347,954		 �,���,���  –		 – 		   		   		

綜合 411,754,404		 ��0,���,��0  366,268,508		 ���,���,�0�  64,926,035		 ��,��0,���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韓國。

** 其他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英國，法國，荷蘭，瑞士、丹麥、瑞典及西班
牙。

*** 其他國家主要包括南美洲國家，澳洲及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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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為本集團營業額）指年內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商品銷售 411,754,404	 ��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28,567	 ���,���
模具收入 3,712,864  �,�0�,0��
廢料銷售 2,049,220  ���,�0�
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872,296	 –
匯兌收益，淨額 –	 �,�0�,���
其他 2,178,089	 �,���,��0   

 9,941,036	 �,0��,���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328,794,478		 �0�,���,��� 
核數師酬金 1,602,002		 �,���,��� 
折舊 20,772,184		 �0,���,���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471,321		 ���,���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約租金 4,103,428		 �,���,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4,940,000		 �,���,�0�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956,513	)	 ���,��� 
員工開支（包括董事其他酬金）： 		  
 工資及薪金 101,490,475		 ��,���,��� 
 股本結算購股權支出 12,302		 ��,��� 
 公積金供款 702,333		 ���,���    

 102,205,110		 ��,���,��� 
 減：已資本化的遞延發展成本 (4,400,000	)	 (�,�00,000 )   

 97,805,110		 ��,���,���    



- � -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產品保養撥備 768,324		 �,0��,��� 
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141,589		 (�,���,��� )
匯兌差額，淨額 1,934,754		 (�,�0�,��� )
應收賬項減值 1,759,925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872,296	)	 ���,���    

* 本年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備╱（撥回）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上之「銷售成
本」內。

6.	 融資成本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5,173,431	 �,0�0,���
融資租約利息 265,059	 ���,���   

 5,438,490  �,���,0��   

7.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按年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七年：��.�%）的稅率撥
備。較低香港利得稅率自二零零八╱二零零九評稅年度起生效，故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在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源於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應
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現行法律、解釋公告和相關常規，按照常用稅率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894,316  �,0��,���
  往年超額撥備 (1,278,093	) (���,��� )
 本期－其他地區 
  本年度支出 680,891	 �,���,��0
  往年撥備補提 1,100,000	 –
 遞延稅項 200,582	 (�,���,0�� )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597,69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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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大多數的子公司所受管轄區域的稅前利潤之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項
費用，與按實際稅計算出的稅項費用之調節，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所得稅稅率）和實際稅
率的調節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 1,995,480	 �,��0,���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二零零七年：��.�%） 329,254	 �,���,0��
調整前年度之本期稅項 (178,093	) (���,��� )
其他公司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不同稅率之影響 604,012	 �0�,���
不須繳稅之收入 (2,483,795	) (�,���,��� )
不可扣減稅項之支出 2,040,577	 ���,���
以往期間動用之稅項虧損 (489,190	) (��,��� )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415,748	 ���,0��
其他 1,359,183	 �,���,���   

按本集團有效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為�0.�%
 （二零零七年：��.�%） 1,597,696	 �,�0�,��0   

8.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於年度內本公司已發行普
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本年度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年內加權平均普通股股
份數目是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等同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數目計算。同時，於年
內已發行購股權假設被行使加權平均普通股將在無代價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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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溢利
 用於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 397,784	 �,���,���   

股份	
於年內已發行之普通權益數目
 用於每股基本盈利計算 265,504,800	 ���,�0�,�00

攤薄影響－加權平均普通股份： 
 購股權 18,570	 ���,���   

調整攤薄影響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份 265,523,370	 ���,��0,���   

9.	 應收賬項及票據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63,920,848	 �0,��0,���
減值撥備 (4,336,638	) (�,���,��� )   

 59,584,210  ��,���,0��

可退回的折扣性應收票據 5,046,757	 �0,�00   

 64,630,967	 ��,���,���   

客戶買賣條款中，除新客戶外，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提。一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
付，優良客戶可享用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位客戶均有信用額度。集團對未償還應收
賬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對逾期應收款作經常審閱。
鑒於以上所述及由於本集團的應收賬項涉及大量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的信貸風
險。應收賬項是不計利息，而可退回的折扣性應收票據是帶息的。該結餘之賬面值與其公
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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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算日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54,323,240	 ��,���,�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656,136	 �,��0,���
一百八十天以上 604,834	 �,���,���   

 59,584,210	 ��,���,0��   

在結算日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5,046,757	 �0,�00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於一月一日 2,633,682	 �,���,00�
確認減值撥備 1,759,925	 ���,0��
撇銷不能收回之金額 (56,969	) (���,��� )
沖回減值撥備 –	 (��,000 )   

 4,336,638	 �,���,���   

以上貿易應收款減值撥備包括個別貿易應收款減值，是考慮到客戶有財務困難及預計只能
收回部份應收款。本集團對該等結餘並沒有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增強信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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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界定為減值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46,342,074  ��,���,���
逾期少於一個月 7,315,940	 ��,���,���
逾期一至三個月 4,795,951	 �0,���,���
逾期三個月至六個月 1,130,245	 �,���,���   

 59,584,210	 ��,���,0��   

未到期及毋須減值的應收款項是與大量不同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近期沒有不償還歷史。

逾期但未作減值準備的應收貿易款項乃大量獨立地與本集團有良好交易記錄的客戶。根據
過往經驗，公司董事們認為有關該等結餘並無需要作出減值撥備，皆因該等客戶的信貸質
量並無重大的轉變而結餘被認為依然可以全數收回。本集團對該等結餘並沒有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增強信貸安排。

10.	 應付賬項

在結算日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39,654,629	 ��,���,0�0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17,480,459	 �,���,���
一百八十天以上 4,613,161	 ��,���   

 61,748,249	 ��,���,���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日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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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00,000港元，較去年增
加�.�%。本年整體毛利約��,000,000港元，較去年下跌�.�%。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0.��港仙（二零零七年：�.��港
仙）。

業務回顧

雖然面對�00�年富挑戰性的營商環境，本集團精密零部件之營業額約���,�00,000港元，
較去年增加��.�%，錄得自����年成立後的新紀錄。業績溢利約��,�00,000港元，較去年
增加�.�%。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的營業額約���,�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0%。此分類業績虧損增
加至約��,�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00港元）。我們已針對此分類業務執行改善措
施，包括架構重組、簡化營運及架構程序、縮減人員開支致降低生產及營運成本、及重
整資源分配。

在�00�年下半年推出新開發的產品予市場及實施成本控制的策略下，毛利率由上半年
��.�%改善至下半年��.�%。但由於面對在中國大陸營運的成本持續上漲，本年全年度的
毛利率較去年��.�%下跌�.�%。

未來計劃及展望

展望將來，我們仍會繼續專注發展精密零部件及消費電子產品這兩項核心業務。

在過去兩年，本集團繼續投放資源在我們的核心業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山
的精密零部件業務的新生產廠房已於去年第二季完成興建，並同時已全線投入生產。另
外，我們已完成將電子消費品的生產部門搬遷到位於中國深圳的新廠房，並在第三季也
全線投入生產。我們相信這兩新廠房的運作將會為本集團帶來正面的影響，除了增加我
們的競爭力，亦能為拓展生意業務奠立基礎。在未來日子裏，我們暫時沒有計劃作出任
何重大的資本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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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世界經濟仍然存有許多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及消費市場訂單放緩的情況，我們會努力
改善財務負擔。在生產方面，我們已採取一系列成本控制措施，包括簡化生產架構、加
強控制日常營運開支及重整人力資源的投放，以面對這惡劣環境所帶來的挑戰。另一方
面，我們會繼續改善本集團的生產工序、提高生產能力、繼續新產品研究開發，鞏固在
市塲上地位及提升盈利能力。與此同時，在精密零部件的業務經過架構整合後，初見成
績。我們預期精密零部件在未來會有穩定的增長。

我們深信在目前全球經濟衰退的環境下，我們已準備就緒面對這個挑戰並充滿信心去迎
接經濟復甦後所帶來的機遇。

營運回顧

以下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業績概況。

‧ 營業額比去年增加�.�%至本年之���,�00,000港元。

‧ 毛利相比二零零七年減少由約�,�00,000港元至本年約��,000,000港元。

‧ 經營業務溢利於未計及融資成本為�,�00,000港元，較上財政年度減少�,�00,000港
元。

‧ 融資成本比去年減少約�00,000港元至�,�00,000港元。

‧ 本年度溢利約為�00,000港元。

回顧本年度，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上財政年度相比增加約��.�%。另一方
面，電子消費品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去年相比減少約�.0%。

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下降約�.�%。

本集團融資成本較去年減少至�,�00,000港元原因是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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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所提供之銀行
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及財務機構借款總額，包括長期貸款、融資租賃及
進出口貸款約為��,�00,000港元，其中��,000,000港元將於二零零九年償還。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結算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總額約
��,�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
等貨幣為主，現時，集團約有一千萬元人民幣銀行貸款，乃為集團位於中山的生產基地
提供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總債項相對總資產基礎計算之負債率為��.�%（二零
零七年：��.�%）。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部份樓宇賬面淨值約為�0,0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無）及其中一幅的土地賬面淨值約為�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000港元）已
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

或然負債

除了公司給予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有關附屬公司的貸款擔保外，本集團其中一附屬公司
現正成一訴訟案中的被告人，原告人宣稱附屬公司未有按買賣合約中訂明下安排運送有
關貨品。根據本集團的外聘法律顧問的意見，附屬公司就有關訴訟擁有充分合理的免責
辯護，因此董事認為除有關的法律費用外，附屬公司無需要為有關訴訟作出任何撥備。

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約為���,�00,000股，本集團之總股東
權益約為���,�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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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董事會授予本集團部份服務供應商、資深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
權。全面行使已授出但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將會導致�,�00,000股額外股份之發行以及約
��0,000港元之收入。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額外一般銀行備用信貸以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獲得一名董事提供貸款
��,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業務營運用途。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約�,��0名僱員，其中約��名駐香港，��名駐海
外及約�,�00名駐中國。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酬金。本集團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
來已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目的是提供獎勵及報酬予本集團僱員。

此外，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於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供款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僱員，本集團須要按照其當地政府所
營辦的中央公積金，以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作供款。

末期股息

董事決議並不建議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七：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二）期間（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確
保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表決，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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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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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區分
上有所偏差。進一步詳情將載於二零零八年年報。

財務報告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全年業績提呈董事會審閱和批准前已作出審閱。

代表董事會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及陳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