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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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於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業績已經由本公司
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頌佈的香港審閱準則
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及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
所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06,790 366,834
銷售成本及建造合約成本 (302,601) (271,058)

毛利 104,189 95,776
其他收入 4 8,644 3,409
分銷及銷售費用 (45,152) (33,726)
行政費用 (20,670) (17,509)
其他開支 (802) (534)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2,458) (1,219)

除稅前溢利 5 43,751 46,197
所得稅開支 6 (7,546) (4,9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6,205 41,286

股息 7 － 14,000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8 0.1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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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5,584 122,040
購置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2,118 5,228
預付租賃付款 42,724 43,196
無形資產 2,851 2,506
長期預付款項 159 245
遞延稅項資產 5,983 3,849

199,419 177,064

流動資產
存貨 156,951 131,414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249,080 220,950
預付租賃付款 943 943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7,081 18,929
應退稅項 825 4,205
有抵押銀行存款 3,942 2,43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9,225 52,010

478,047 430,88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205,599 186,061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970 5,273
保證撥備 4,287 4,379
銀行借貸 79,828 64,661

293,684 260,374

流動資產淨值 184,363 170,513

383,782 347,5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431 3,431
儲備 380,351 344,146

383,782 3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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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
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記賬法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詮釋（「新詮釋」） ，此等
新詮釋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採用新詮釋對本集團於本
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無需對過往期
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修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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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1號（修訂）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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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顧客忠誠計劃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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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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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現正評估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
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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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收益指於期間內因出售貨品以及提供服務予外界客戶已收及應收的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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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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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12 46,674 92,104 406,790

分類業績 52,782 (969) (1,437) 50,376

未分配公司收入 5,923
未分配公司開支 (10,090)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2,458)

除稅前溢利 43,751
所得稅開支 (7,54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6,205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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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953 59,154 45,727 366,834

分類業績 52,634 4,246 1,215 58,095

未分配公司收入 2,313
未分配公司開支 (12,992)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1,219)

除稅前溢利 46,197
所得稅開支 (4,9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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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224 1,495
政府補貼 1,110 460
淨匯兌收益 2,686 －
租金收入 313 －
修理收入 1,067 591
銷售物料 2,764 478
其他 480 385

8,644 3,409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呆壞賬撥備，淨額 7,700 3,507
包括在行政開支內的無形資產攤銷 519 350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471 271
折舊 6,884 6,245
存貨撇減 436 3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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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稅項 5,412 5,640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 (54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104 (184)
稅率變動之影響 1,030 －

7,546 4,911

於兩個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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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本公司位於中國的全資
附屬公司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於截至二零零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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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須按18%、20%、
22%、24%及25%的稅率繳稅。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杭州友佳須按18%
的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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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的外商企業所得稅法（「外商企業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
向其外國投資者派付股息獲豁免預扣稅（「預扣稅」）。新頒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就二零零八年以
前的未分派溢利而宣派的股息，可獲豁免特別外商投資企業預扣稅。外商投資企業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向外國投資者分派二零零八年以前的保留溢利獲豁免預扣稅，
而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其後賺取的溢利宣派股息將須按10%繳納預扣稅。本公司
概無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賺取的溢利的遞延稅項作出預扣稅撥備。

於兩個期間內，其他集團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

7. 股息

期內概無支付任何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董事宣佈向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名列股東名冊的本公
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元（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06元）。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36,200,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1,300,000元），以及已發行股份336,000,000股計算。

於兩個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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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貿易應收賬款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0-30天 144,725 148,795
31-60天 6,495 5,535
61-90天 4,790 2,742
91-180天 12,738 6,760
180天以上 8,622 7,308

177,370 171,140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71,710 49,810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合計 249,080 220,950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30至180天賒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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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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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1-30天 62,858 46,999
31-60天 38,382 30,747
61-90天 2,279 4,764
91-180天 702 2,733
180天以上 2,946 3,429

107,167 88,67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8,432 97,38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合計 205,599 186,06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406,800,000
元，與二零零七年同期比較增加約10.9%。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為銷售CNC
工具機，於回顧期內，其銷售額為約人民幣268,000,000元，佔本集團整體收益
約65.9%。另一方面，受惠於海外訂單之持續增長，叉車於回顧期內之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01.4%至約人民幣92,100,000元，佔本集團整體收益亦增長
至約22.6%。此外，停車設備於回顧期內之銷售額約人民幣46,700,000元，佔總
收益約11.5%。

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約人民幣104,200,000元，毛利率約25.6%，與去年
同期相若。縱然本集團的主營產品CNC工具機於回顧期內佔總收益百分比下
降，惟其經營毛利率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至約33.4%。主要由於本集團透過向
本地供應商採購原材料以降低成本，從而提高CNC工具機之經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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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銷售費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加約33.9%至約人民
幣45,200,000元。此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積極參與大型之工具機展
銷活動及叉車之銷售數量大幅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於回顧期內，行政費用比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8.1%至約人民幣20,700,000元。上
升的主要原因為員工成本及相關福利增加及呆壞帳撥備增加所致。

稅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企業所得稅法的過渡性安排，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的所得稅率會於五年過渡期內由
18%逐步提升至統一稅率的25%。於回顧期內，杭州友佳的適用稅率為18%。而
去年同期則為10.7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36,2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3%。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CNC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的銷售量分別為662台、
2,459台及1,286台，其中CNC工具機及叉車之收益總和已佔本集團整體收益近
88.5%。本集團逾65%的收益來自主營產品CNC工具機，而CNC工具機業務的主
要客戶為汽車及機械製造商。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CNC工具機業務因受中國
宏觀調控政策影響而有所放緩。與去年同期比較，CNC工具機業務於回顧期內
的收益增長約為2.3%。儘管如此，憑藉本集團所生產之CNC工具機於質量方面
之優勢，本集團可提高若干型號的CNC工具機的銷售價格，從而抵銷原材料漲
價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能維持整體毛利率於約25.6%水平。
另外，叉車業務繼續維持其二零零七年度之強大增長動力。於回顧期內，本集
團加大了叉車業務在海外市場之銷售力度，逐漸建立起自身之品牌效應。基於
海外市場之需求量大增，叉車業於回顧期內的收益因此大幅增長約101.4%。而
叉車之外銷比例亦增加至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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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面對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原材料價格波動、人民幣升值及中國所得稅率提
高等因素之挑戰，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的中期業績仍然表現穩健。於中國經濟
增長保持着相對穩定步伐之情況下，本集團仍對未來抱有信心。本集團將繼續
擴充產能及提升研發能力，以生產更高品質的高端精密CNC工具機，如龍門加
工中心。而本集團位於浙江省下沙的新生產基地（屬於杭州友華精密機械有限
公司）之第一期建造工程預計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落成，新廠房面積約26,000
平方米，並將用作生產大型之龍門加工中心。由於龍門加工中心的銷售價格較
本集團現時生產之CNC工具機價格高約2倍，管理層因此相信龍門加工中心的
推出將對本集團的CNC工具機業務之銷售額及毛利有着莫大之裨益。另一方
面，杭州友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位於下沙的廠房之第二期建造工程亦預計將於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完工。而本集團將會利用此新廠房以自行配制生產叉車所需
的零配件，以減少向外採購有關之零配件。此舉將可舒緩因原材料價格波動所
帶來之衝擊，亦會有效地提升叉車業務的經營毛利。

本集團的目標是成為一家國際性的CNC工具機製造商。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
續致力於提高本身的研發能力和開發更高端及更優質的產品。本集團亦會積極
擴展銷售網絡，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另外，管理層亦會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及
加強控制營運費用的力度。總括而言，管理層對本集團的發展前景保持樂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由內部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及現有銀行貸款作融資。於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約人民幣29,200,000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0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84,4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70,500,000元），而短期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79,800,000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4,7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對流動負債總額）約為1.6倍（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含利息的債項總額對資
產總值）約為11.8%（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反映本集團整體財
務狀況仍保持強勁。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股本為3,360,000港元，分為336,000,000股
每股 0.01港元的股份（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60,000港元，分為
336,0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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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合共約1,340位（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70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將定期依據市場趨
勢、未來計劃及檢討僱員的個人表現而制訂。除提供公積金計劃及國家管理社
會福利計劃外，購股權（如有）將根據對個別僱員表現的評估向僱員授出，以作
獎勵。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主要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作出資本支出承擔約人民幣18,400,000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900,000元），屬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
作出撥備。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3,900,000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0,000元），指作為競投合約的銀行保證
按金。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
幣0.06元，約為人民幣20,200,000元。該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星
期三）寄發予該等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宣佈派發之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將以人民幣計算，
並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率按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日期的中國人民銀行公
佈的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中間價計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核實有權收取中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星
期二）至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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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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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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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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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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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回顧期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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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且致力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E1.2之若干偏離行為除外。E1.2規定董事會
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主席忙於出差，故缺席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根據公司章程細則，由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陳向榮先
生代為主持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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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遵循
企業管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權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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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主席）、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停牌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三分起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
申請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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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