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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朱志洋（主席）

陳向榮（行政總裁）

陳明河

溫吉堂

邱榮賢

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福身

江俊德

余玉堂

公司秘書
羅泰安

合資格會計師
葉世強，FCPA 、FCCA

法定代表
陳向榮

邱榮賢

香港法律的法律顧問
胡關李羅律師行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德輔道中317至319號

啟德商業大廈

20樓2003室

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浙江省

杭州市

蕭山區

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市心北路120號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囱生銀行有限公司

華僑銀行

股份代號

2398

網站

http://www.goodfrie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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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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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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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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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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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車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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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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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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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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權益披露

董事的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

益或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好倉總額

證券數目 持股量概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及類別 約百分比

朱志洋先生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 實益擁有人 24,452,401股 15.53%

公司（「友嘉實業」） 股份

朱志洋先生 友嘉實業 配偶權益 4,771,925股 3.03%

（附註1） 股份

朱志洋先生 友嘉實業 家族權益 514,283股 0.33%

（附註2） 股份

陳向榮先生 友嘉實業 實益擁有人 4,815,841股 3.06%

股份

朱志洋先生 友迦工業股份 實益擁有人 21,988股 0.22%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朱志洋先生 友迦工業股份 配偶權益 21,988股 0.22%

（附註3）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陳明河先生 友迦工業股份 實益擁有人 43,976股 0.44%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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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數目 持股量概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及類別 約百分比

朱志洋先生 佑泰興實業股份 實益擁有人 1,000股 0.01%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朱志洋先生 佑泰興實業股份 配偶權益 1,000股 0.01%

（附註5）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朱志洋先生 友嘉國際股份 配偶權益 50,000股 0.59%

（附註6）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陳向榮先生 友嘉國際股份 實益擁有人 10,000股 0.12%

有限公司（附註4） 股份

朱志洋先生 Fair Fine (Hongzhou) 實益擁有人 750股 0.03%

Industrial Co., Ltd. 股份

（附註4）

陳向榮先生 Fair Fine (Hongzhou) 實益擁有人 750股 0.03%

Industrial Co., Ltd. 股份

（附註4）

附註：

1. 朱志洋先生（「朱先生」）之配偶王紫緹女士（前稱王錦足）（「王女士」）持有友嘉實業

已發行股本3.03%，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被視為於王女士所持的友嘉實業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朱先生之兒子朱昱嘉先生（未滿18歲）持有友嘉實業已發行股本0.33%，故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朱先生被視為於朱昱嘉先生所持的友嘉實業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王女士持有友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0.22%，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

被視為於王女士持有的友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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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等公司為友嘉實業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為本公司的相聯法團。

5. 王女士持有佑泰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0.01%，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

生被視為於王女士所持有的佑泰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王女士持有友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0.59%，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

被視為於王女士所持有的友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2. 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淡倉總額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

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

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淡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期內任何時間，任何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

女概無獲授可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之任何權利，彼等過往亦從無行使任

何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下述購股權計劃除外），使

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得上述權利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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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

情向董事及其他合資格人士（如該計劃所定義）授出購股權以供彼等認購本公司股份，

作為彼等對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的獎勵及／或回饋。有關該計劃的詳情概述如下：

(1) 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計劃授出的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的本公司

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之日（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

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0%（即280,000,000股股份），除非已獲得股東的批准，

惟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的30%。

於本報告日期，該計劃下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28,000,000股，佔本公司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10%。

(2) 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任何合資格人士獲授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未行使的

購股權）所涉及的已發行或可供發行股份總額，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的1%。

(3) 根據該計劃的股份認購價乃為董事會於授出購股權時可按其絕對酌情釐定的有關

價格，惟認購價將不會低於以下的最高者：(i)於董事會批准授出購股權日期（必須

為營業日（「授出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收市價；(ii)於緊接

授出日前五個營業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iii)

本公司股份的面值。

(4) 購股權可根據該計劃條款，由緊隨其被視為根據該計劃授出或獲接納的營業日起

（「開始生效日期」），直至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決定的購股權屆滿日期（必須為開始

生效日期後十年內）止期間內，於任何時間全部或部份行使，惟須受該計劃所載的

提前終止條文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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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接納購股權時，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作為授予的代價。

(6) 該計劃將由其採納日期（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十年期間有效及生效。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每位人士（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

倉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總額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的百分比

友佳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52,000,000股 75%

（「友佳實業香港」） 股份（附註）

友嘉實業 受控制公司 252,000,000股 75%

的權益 股份（附註）

摩根士丹利 實益擁有人 24,000,000股 7.14%

附註： 友嘉實業擁有友佳實業香港約99.99%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友嘉實業被視為

於友佳實業香港所持有的252,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好倉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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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淡倉總額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的百分比

友佳實業香港 實益擁有人 24,000,000股 7.14%

股份（附註）

友嘉實業 受控制公司 24,000,000股 7.14%

  的權益 股份（附註）

附註： 友嘉實業擁有友佳實業香港約99.99%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友嘉實業被視為

於友佳實業香港所持有的24,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淡倉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

予存置的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並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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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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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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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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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管理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並檢討其效用，同時致力推行有效及完善的內

部監控系統，以保障股東利益及本集團資產。有關內部監控檢討的結果及發現將載於本

公司本年度的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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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

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權範圍，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

主席）及江俊德先生，以及一位執行董事，即陳向榮先生。

提名委員會的功能為檢討及監督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物色合資格人士出任董事

會成員；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以及向董事會就委任或重選董事作出推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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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並遵循企業管

治守則以書面制訂職權範圍，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顧福身先生（擔任

主席）及江俊德先生，以及一位執行董事，即陳向榮先生。

薪酬委員會的功能為制定及檢討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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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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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載於第17至28頁的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

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

規則規定中期財務資料的報告須根據其相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和呈報本中

期財務資料。吾等的責任是根據吾等的審閱對本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總結，並依據吾等協

定的聘任條款向   閣下（作為一個實體）呈報吾等的總結，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目的。吾

等並無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項目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吾等的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

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

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吾等不能保證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吾等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審閱總結

按照吾等的審閱結果，吾等並無察覺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本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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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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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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35,584 122,040
購置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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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49,080 2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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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5,599 18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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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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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431 3,431
儲備 380,351 344,146

383,782 3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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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企業

股本 股本溢價 特別儲備 一般儲備 擴充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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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2）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2,882 67,145 77,338 12,100 6,050 131,337 296,852

期內溢利及期內

確認的總收入 － － － － － 41,286 41,286

發行紅股 549 (549) － － － － －

已付股息 － － － － － (14,000) (14,000)

撥款 － － － 6,078 3,039 (9,117) －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431 66,596 77,338 18,178 9,089 149,506 324,138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3,431 66,596 77,338 18,178 9,089 172,945 347,577

期內溢利及期內

確認的總收入 － － － － － 36,205 36,205

撥款 － － － 9,912 － (9,912) －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431 66,596 77,338 28,090 9,089 199,238 383,782

附註：

1. 特別儲備指於集團重組時收購之附屬公司的實繳股本╱股本及股本溢價，與因收購而發行本
公司股份的面值間之差額。

2.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附屬公司各自的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須將其每年除稅後溢利
（乃按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若干百分比轉撥至一般儲備及企業擴充儲備（由董事會釐定）。
一般儲備及企業擴充儲備只可用作彌補虧損、撥充股本及擴充生產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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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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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動用）所得現金淨額 (6,011) 16,192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0,866) (9,27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按金 (6,890) (607)

收購土地使用權的已付按金 － (19,2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419 69

銀行定期存款減少 － 4,983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2,146) (1,268)

投資活動動用現金淨額 (29,483) (25,293)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貸 (160,414) (88,370)

已付股息 － (14,000)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75,581 102,987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2,458) (1,219)

融資活動動用（所得）現金淨額 12,709 (60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22,785) (9,70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2,010 69,21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29,225 5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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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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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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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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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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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金額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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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租賃付款的變動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數人民幣15,900,000元的廠房及設備乃轉撥自購置廠
房及設備的按金（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無），並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按金人民幣

607,000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6,900,000元）。此外，就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按
金人民幣19,200,000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無）。

於本期間，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人民幣438,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26,000
元）的若干廠房及設備並收取銷售所得款項人民幣419,000元，期內出售虧損為人民幣19,000
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57,000元）。

本集團於在建工程的花費約人民幣16,2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300,000
元），另外人民幣4,7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3,800,000元）則用於添置現
有廠房的機器，以提昇其製造設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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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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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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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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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貸

於本期間，本集團獲授新造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75,6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

幣103,000,000元），並已償還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60,4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

民幣88,400,000元）。該等貸款按介乎2.82%至12.46%（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5.30%至

6.47%）的市場年利率計息，並須於二零零八年償還。所得款項已用作撥付日常營運的所需資

金。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36,000,000 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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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綜合財務報表呈列為 3,431 3,431

14.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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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

但尚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支出 18,405 2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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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期內及結算日，本集團與其關連人士曾進行以下交易，結餘如下：

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杭州友嘉高松機械有限公司 最終控股公司 採購材料 714 －

的聯繫人 銷售貨品 － 4

友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最終控股公司 銷售貨品 182 －

的聯繫人

富裕佳有限公司（「富裕佳」） 董事為本公司 採購貨品 － 40,125

董事的親屬 維修及保養開支 － 149

協利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為本公司 銷售貨品 － 7,390

董事的親屬

巨利多（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為本公司 銷售原料 － 282

董事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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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續）

結餘

公司名稱 關係 結餘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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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最終控股公司 其他應收款項 182 －

的聯繫人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於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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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1,373 1,318

終止僱用後福利 － 16

1,373 1,33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酬金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薪酬趨勢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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