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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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摘要

‧ 收益上升35.2%至人民幣366,800,000元

‧ 毛利率增加至約26.1%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163.3%至人民幣41,300,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163.3%至人民幣0.12元

‧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6元，增幅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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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於二零零六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業績已經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所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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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66,834 271,299

銷售成本 (271,058) (210,631)

毛利 95,776 60,668

其他收入 4 3,409 3,782

分銷及銷售費用 (33,726) (31,500)

行政費用 (17,509) (11,494)

其他開支 (534) (3,331)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1,219) (1,561)

除稅前溢利 5 46,197 16,564

稅項 6 (4,911) (8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1,286 15,679

股息 7 14,000 14,000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8 0.1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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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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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26 99,961

購買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607 15,866

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按金 19,200 14,073

預付租賃付款 24,359 9,855

無形資產 2,909 2,313

長期預付款項 332 419

遞延稅項資產 2,774 2,590

168,807 145,077

流動資產
存貨 129,960 109,28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215,113 146,920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4,905 18,550

有抵押銀行存款 3,559 2,753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 4,9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515 69,218

463,052 351,7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239,266 142,169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72 5,698

應付稅項 2,993 1,110

保證撥備 3,963 4,449

銀行借貸 61,127 46,510

307,721 199,936

流動資產淨值 155,331 151,775

324,138 296,85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431 2,882

儲備 320,707 293,970

324,138 29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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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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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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等新準則及詮釋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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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業分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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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讓步安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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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新準則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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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收益指於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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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費用 (1,219)

除稅前溢利 46,197
稅項 (4,9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1,286

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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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17 40,449 24,333 271,299

分類業績 28,716 697 (1,422) 27,991

未分配公司收入 2,68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2,553)

財務費用 (1,561)

除稅前溢利 16,564

稅項 (8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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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460 1,230

銀行利息收入 1,495 927

銷售物料 478 678

修理收入 591 417

其他 385 530

3,409 3,782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存貨撥備 325 462

呆壞賬撥備，淨額 3,507 1,930

包括在行政開支內的無形資產攤銷 350 258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271 1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45 4,926

上市費用 － 2,976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稅項 5,640 1,417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545) －
遞延稅項 (184) (532)

4,911 885

於兩個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於香港產生的應評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向有關中國稅務機關取得的審批，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有
權享有特惠所得稅率16.5%，包括國家所得稅15%及地方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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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於二零零六年屆滿。

杭州友佳被認可為先進技術企業。根據國家稅務局所頒佈的若干政策，杭州友佳獲三年延長稅項寬減
期，期間於二零零七年起以稅率10%支付中國國家所得稅，同時無限期獲減免一半地方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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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杭州友佳的適用稅率為10.75%（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25%）。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國統一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並
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新稅法對大部分公司實行單一統一所得稅率25%，合資格高技術企業
則可享有若干程度的所得稅寬減。有關新稅法條文各條款定義的詳細辦理規則及法規（「細則」），以及
其詮釋及應用，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內由國務院公佈。國務院公佈細則後，杭州友佳將評估其影響（如
有），而此項會計估計的變動將會追溯應用。

於兩個期間內，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杭州友佳」）概無應課稅溢利。

7.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獲派每股股息人民幣0.05元（二零零六年：無）作為二零零六年的末
期股息。

董事已確定向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名列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元（二
零零六年：每股人民幣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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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6,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5,679,000元），以及已發行股份336,000,000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36,000,000股，而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發行紅
股作出調整，猶如該等股份於期內已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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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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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天 134,229 84,933

31-60天 3,618 3,204

61-90天 1,837 5,683

91-180天 5,516 11,339

180天以上 18,308 12,000

163,508 117,159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51,605 29,76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合計 215,113 14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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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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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53 31,737

31-60天 29,324 18,455

61-90天 1,709 400

91-180天 344 234

180天以上 3,911 2,203

89,141 53,02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50,125 89,140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合計 239,266 142,16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持續顯著增長，相較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
271,300,000元增加35.2%至約人民幣366,800,000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22.4%增加至約
26.1%。是項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銷售組合改善，以致利潤較高的工具機產品銷售額佔總銷
售額的比率大增所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41,300,000元，相較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
15,700,000元增加約163.3%。分銷及銷售成本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31,500,000元增加7.1%至
人民幣33,700,000元，是項增幅主要由於CNC工具機產品銷售活動相關的銷售代理費增加所
致。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1,500,000元增加52.3%至人民幣17,500,000元，是項增幅
主要由於一間新廠房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投產，導致固定經常費用增加所致。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度，本集團逾71.4%的收益來自集團主營產品，CNC工具機的銷售額為
約人民幣262,000,000元。此外，停車設備及叉車的銷售額分別約為人民幣59,200,000元及人
民幣45,700,000元，佔總收益的16.1%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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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沙的新廠房（杭州友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的生產基地）（「杭州友高」）於本年初開始生產叉
車，而蕭山的廠房（杭州友佳精密機械有限公司的生產基地）則主力生產CNC工具機及停車
設備。上述新安排令本公司的產能得以提升，並提高了所有產品的整體銷售表現。二零零
七年上半年，CNC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的銷售量分別為658台、2,884台及852台。

本集團CNC工具機的主要客戶為汽車及機械製造商。本集團已實施有效的成本監控政策，
透過向本地供應商採購原材料以降低成本，從而提高經營利潤。於期內，CNC工具機的經
營毛利率增長至約29.6%。

與去年同期相比，停車設備的銷售量及收益分別上升約23.2%及46.2%，平均銷售價格輕微
上漲。至於叉車方面，透過引入新系列的電動叉車，集團成功擴大其叉車在海外市場的份
額。因此，與去年同期相比，叉車銷售所產生的收益已增長至佔集團總收入的12.5%。

前景

根據由Gardner Publication, Inc. 出版的《二零零七年全球工具機產量及消耗調查結果》。於
二零零六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工具機進口及消費國家。同期，中國進口工具機及消耗工
具機的價值分別約達7,100,000,000美元及12,940,000,000美元，反映中國對工具機的需求超過
一半都是由海外供應商所提供。

董事相信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將對本集團有利，原因是中國在未來數年將重點開發關鍵
性通用技術，以及應用於航天、軍事及高科技行業的高端CNC工具機。為滿足本地市場的
大量需求，本集團將繼續擴充其生產及提升研發能力，生產更高品質的高端精密工具機。

展望本集團未來的發展，杭州友高生產廠房第二期建造工程計劃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下半
年完工。於杭州友佳全面投入運作後，本集團預期其CNC工具機、停車設備及叉車的年產
能將達2,400台、10,000台及5,000台。由於本集團的發展計劃有變，杭州友華精密機械有限
公司（「杭州友華」）將其生產基地的建造工程計劃延期至二零零七年下半年，並預計將於二
零零八年下半年落成。另外，本集團已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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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成本約為人民幣19,200,000元。據此，本集團預期CNC工
具機及工具機零部件的產能將得到進一步提高。新生產廠房將由杭州友達機械科技有限公
司擁有。有關生產廠房的建造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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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日後將參與多項全球／本地的大型工具機展銷會，藉以開拓海外及本地市場。憑藉
集團於業內的競爭優勢、先進技術及專業技能，本集團定能提升其能力，充分滿足客戶的
需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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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數約人民幣59,5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69,2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
幣155,3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1,800,000元），而短期銀行借款約
為人民幣61,1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6,5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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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倍（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8倍）。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債項總額對資產總值）
為9.7%（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反映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仍保持強勁。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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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合共約1,126位（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051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依據市場趨勢、未來計劃及定期檢討僱員的
個人表現而制訂。除提供公積金計劃外，本集團亦根據對個別僱員表現的評估向僱員授出
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及購股權（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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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00,000元），屬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作出撥備。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3,6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00,000元），指作為競投合約的銀行保證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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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的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減去上市開支後，約為62,300,000港元。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以累計金額計）：

百萬港元

收購土地作杭州友高的生產基地 6.3

興建杭州友高生產基地 12.1

為杭州友高購買新生產設備計及機械 1.1

償還銀行貸款 11.8

一般營運資金 5.9

合計 37.2

剩餘款項存於與香港及中國持牌銀行作短期存款。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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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於約0.062港元），共人民幣20,200,000元（相當於約20,800,000港元）。該股息單將於二零零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寄發予該等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
列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績

為核實有權收取中期股息之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一）至二零
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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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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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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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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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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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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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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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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俊德先生
及余玉堂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中期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所載的所有資料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oodfriend.hk)公佈。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志洋先生、陳向榮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生及邱榮賢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