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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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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4 721,709		 643,2�6
其他收入 5(a) 9,522		 �3,4�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b) 2,459		 (�,526 )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27,568		 �2,892
成品的購貨成本  (35,058	)	 (25,928 )
耗用原料及消耗性物料  (211,319	)	 (2�6,982 )
員工成本 6(b) (211,554	)	 (�80,988 )
折舊費用  (21,726	)	 (22,795 )
租賃土地地價攤銷  (22	)	 (22 )
其他經營費用  (190,683	)	 (�52,235 )    
經營溢利  90,896		 69,044
財務成本 6(a) (11,599	)	 (�2,582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2,596	)	 (34,908 )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		 597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04,288		 36,34�    
除稅前溢利 6 170,989		 58,492
所得稅 7 (43,945	)	 (28,520 )    
本年度溢利  127,044		 29,972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26,599		 29,972
 少數股東權益  445		 –    
本年度溢利  127,044		 29,972    
應付予本公司股東的本年度股息：
 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 8(a) 9,981		 9,98�    
每股盈利
 基本 9(a) 19.03仙		 4.50仙    
 攤薄 9(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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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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646,307	 54�,2�2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976	 �24,255
－以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876	 898    

  785,159	 666,365

無形資產  570	 603
商譽  31,200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8,760	 5�,040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	 3,554
其他非流動財務資產  26,249	 8,349
遞延稅項資產  24,551	 22,768    

  916,489	 752,679    

流動資產  
存貨  177,624	 �35,203
可退回本期稅項  –	 �,3�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0 114,121	 �04,3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592	 24,440

  318,337	 265,2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 (193,120	) (�40,8�9 )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83,180	) (�06,84� )
融資租約承擔  (582	) (�,380 )
應付本期稅項  (6,135	) (9,973 )

  (283,017	) (259,0�3 )    

流動資產淨額  35,320	 6,27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結轉  951,809	 75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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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1,809	 758,95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86,332	) (34,283 )
租賃按金  (3,661	) (3,5�6 )
融資租約承擔  (498	) (�,080 )
遞延稅項負債  (84,228	) (65,432 )
應計僱員福利  (1,321	) (�,273 )
  (176,040	) (�05,584 )    

資產淨值  775,769	 653,368    

資產淨值
股本  66,541	 66,54�
儲備  706,172	 586,827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772,713	 653,368

少數股東權益  3,056	 –    

總權益	  775,769	 653,368    

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的賬目，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詞彙統稱
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本財務報表亦已
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除投資物業及列作可供出售證券的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入賬外，本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
本作為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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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全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詮譯，並於本集團的
本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

在呈示年度的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因這些準則變化而出現任何重大的修訂。
由於採納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 
「財務報表的列報：資本披露」，若干額外的內容已在財務報表附註內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引入了額外的披露要求，以便就資本水平和本集團管理資本
的目標、政策及流程提供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均沒有對在財務報表中所確認的
數額的分類、確認和計量構成任何重大的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營業額

營業額包括供應予顧客貨品的銷售貨值、租金收入、出售投資所得款項及投資收入。年
內已確認為營業額各主要類別的金額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貨 691,426	 6�7,833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30,283	 25,378
投資收入－非上市投資股息 –	 5   

 721,709	 643,2�6
   

4.	 分部資料呈報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報。業務分部資料已選定為基本呈報格式，此因
這分部方式與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呈報方式更為相關。

業務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如下分部：

玩具及模型火車 ： 製造及銷售塑膠、電子及填充式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 出租寫字樓、工業大廈及住宅單位以賺取租金收入以及物業長

期升值而獲益。
投資控股及買賣 ： 投資及上市證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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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
	 模型火車		 物業租賃		 及買賣		 未分類		 之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外界客戶收益 691,426		 30,283		 –		 –		 –		 721,709
內部分類收益 –		 979		 –		 –		 (979	)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2,131		 5,699		 809		 –		 –		 8,639           

合計 693,557		 36,961		 809		 –		 (979	)	 730,348
           

分部業績 116,703		 33,107		 (61,089	)	 598		 –		 89,319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1,577           

經營溢利 		 		 		 		 		 90,896
財務成本 		 		 		 		 		 (11,599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2,596	)	 		 (12,596	)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104,288		 		 		 		 104,288
所得稅 		 		 		 		 		 (43,945	)           

除稅後溢利 		 		 		 		 		 127,044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1,748		 –		 33		 –		 –		 21,781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672		 –		 –		 –		 –		 672
           

分部資產 448,185		 661,716		 19,256		 359,384		 (327,026	)	 1,161,515
於聯營公司權益及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48,760
未分配資產 		 		 		 		 		 24,551           

資產總額 		 		 		 		 		 1,234,826
           

分部負債 431,312		 38,860		 144,999		 80,549		 (327,026	)	 368,694
未分配負債 		 		 		 		 		 90,363           

總負債 		 		 		 		 		 459,057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35,962		 –		 –		 –		 –		 3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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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玩具及    投資控股    分部間
 模型火車  物業租賃  及買賣  未分類  之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外界客戶收益 6�7,833  25,378  5  –  –  643,2�6
內部分類收益 –  979  –  –  (979 ) –
其他外界客戶收益 3,304  5,908  48�  �73  –  9,866           

合計 62�,�37  32,265  486  �73  (979 ) 653,082
           

分部業績 64,544  27,58�  (2�,934 ) (�,953 ) –  68,238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806           

經營溢利           69,044
財務成本           (�2,582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4,908 )   (34,908 )
應佔一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597    597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36,34�        36,34�
所得稅           (28,520 )           

除稅後溢利           29,972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2,8�7  –  34  –  –  22,85�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4,834  –  –  –  –  4,834
           

分部資產 368,672  555,244  8,960  3�4,978  (308,568 ) 939,286
於聯營公司權益及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54,594
未分配資產           24,085           

資產總額           �,0�7,965
           

分部負債 36�,475  42,079  77,4�8  ��6,788  (308,568 ) 289,�92
未分配負債           75,405           

總負債           364,597
           

本年度資本性開支 2�,973  –  –  –  –  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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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遍及全球，但主要可分為四個經濟環境。香港及中國是本集團的玩具及模
型火車以及物業投資的主要市場，亦是本集團大部份玩具及模型火車製造的所在地。玩
具及模型火車亦銷往北美洲，而本集團於北美洲更擁有投資及投資物業。在歐洲及其他
地區的主要業務是銷售玩具及模型火車。

在呈報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分部，分部資產及資本性支出按資產
所在地區分部。

	 香港及中國	 北美洲	 歐洲	 其他	 合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
 戶的收益 83,684	 	 75,408  376,609	 	 355,454  214,774	 	 �72,440  46,642	 	 39,9�4  721,709	 	 643,2�6

分部資產 1,165,795	 	 999,749  194,061	 	 �37,7�8  128,685	 	 ��0,387  –	 	 –  1,488,541	 	 �,247,854

年內發生的
 資本性支出 26,765	 	 �8,8�6  8,380	 	 695  817	 	 2,462  –	 	 –  35,962	 	 2�,973

5.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883		 586
租戶的空氣調節費、管理及保養服務費收入 5,150		 5,339
應付有關連人士及有關連公司款項減免 –		 2,960
其他 3,489		 4,527   

 9,522		 �3,4�2
   

(b)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出售待轉售物業的淨收益 –		 80
出售固定資產的淨收益 464		 220
出售無報價股本證券收益 12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983		 (�,826 )   

 2,459		 (�,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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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於五年內償還銀行借款的利息 11,103		 9,�00
董事所提供借款的利息 113		 �,808
股東所提供借款的利息 –		 �,325
欠有關連公司的金額利息 –		 55
其他貸款利息 298		 �46
融資租約承擔的財務費用 85		 �48   

 11,599		 �2,582
   

(b)	 其他項目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92,902		 �76,006
指定供款額退休金計劃僱主的供款
 －已扣除沒收供款合計
 港幣47,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5,000） 18,652		 4,982   

 211,554		 �80,988
   

存貨成本 426,756		 409,865
無形資產攤銷 33		 34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地價攤銷 22		 22
折舊
 －自置資產 20,469		 2�,787
 －以融資租約持有資產 1,257		 �,008
減值
 －固定資產 672		 4,83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635		 286
核數師酬金 2,045		 �,856
營業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租金 11,504		 ��,25�
 －其他租金 112		 �57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減除直接開支
 港幣2,338,000元
 （二零零六年：港幣2,�3�,000元） (27,945	)	 (23,247 )

   

存貨成本內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費用、固定資產的減值虧損及經營租約費用合
共港幣�36,877,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29,822,000元），該數額亦已分別包含在
上文所披露的數額中，以及利潤表內各自的費用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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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乃關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17,801		 –
以往年度的不足撥備 900		 4   

 18,701		 4   

當期稅項－海外，包括中國
本年度撥備 7,698		 �9,033
以往年度的不足撥備 561		 249   

 8,259		 �9,282   

遞延稅項
源自及轉回暫時性差異 16,960		 9,234
稅率調低對遞延稅項期初結餘的影響 25		 –   

 16,985		 9,234      

 43,945		 28,520
   

二零零七年香港利得稅的撥備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7.5%（二零零六年：
�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按照相關國家其稅制的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本年內，英國政府宣佈二零零八年適合本集團在英國聯邦國家的業務的企業所得稅率
由30%減至28%。於編製本集團二零零七年度的財務報表時已將這減免計入有關遞延稅
項結餘。因此，有關本集團在英國聯邦國家業務的遞延稅項結餘乃按企業所得稅率28%
（二零零六年：3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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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股份港幣�.5仙
 （二零零六年：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5仙） 9,981	 9,98�
   

於結算日以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屬於前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已批准及於本年內支付

已批准及已於本年內支付屬於前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5仙
 （二零零六年：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零仙） 9,981	 –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26,599,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
29,972,000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665,4�2,000普通股（二零零六
年：665,4�2,000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中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的普通股存在，故無列出每股
攤薄盈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的減值虧損）於結算日的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85,429		 89,0�9
已過期一至三個月 1,551		 2,064
已過期三個月以上但少過十二個月 751		 547
已過期十二個月以上 15		 –   

 87,746		 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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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信貸額超出若干金額的客戶須進行信貸評估。應收賬款是由
發票日起計三十至六十天內到期。若有過期三個月以上的款項未償還的客戶，在再授出
信貸前，必須先償還全部欠款。本集團通常在其玩具及火車模型業務上並無從客戶取得
抵押品。有關本集團的物業租賃方面，已向租賃人收取兩至三個月之間的按金。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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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通知 31,574		 20,695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273		 2,630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41		 �09
六個月後到期 178		 885   

 32,066		 24,3�9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七年對製造商而言是嚴峻的一年。於回顧年度內，勞工成本較高、原材料成本
上漲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而導致生產成本增加。此外，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在中國
製造的玩具亦受美國（「美國」）產品回收的不利影響，而引致很多國家對中國出口的產
品要求更高的測試標準。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令勞工費用增加，而美國次級按揭危機
已逐漸影響美國經濟及其他地區。連同人民幣持續升值、勞工短缺及商品價格上漲，
預期二零零八年經營的挑戰仍然持續。

為了應付此項挑戰，本集團將繼續開發高增值產品，再進一步將新科技融入玩具之
中，並以現代化及精簡生產步驟以提高效率。

本集團將於二零零八年慶賀六十周年，回顧過去作為一間可靠信譽的製造商而言，面
對逆境的能力一直是本集團過往賴以成功的基礎。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提供可信
賴的服務及產品，以期延續與顧客已建立的悠久關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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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原設備生產(OEM)╱原設計生產
(ODM)玩具業務的營業額約為港幣2.7846億元，較去年增加�0.4�%。

本集團致力加強其於生產力、品質、可靠度及交付貨品方面的競爭力，並致力提高安
全防護措施及品質控制。本集團一直遵循及全力支持國際玩具業總會（「ICTI」）的實務
守則，並且已通過和符合ICTI的審核，即ICTI CARE程序。

模型火車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模型火車業務錄得營業額約為港幣4.�297億
元，較去年增加�2.95%。

於回顧年度內，儘管生產成本增加，模型火車業務的表現仍然有所改善。本公司已繼
續改善產品品質、開發創新產品、豐富產品系列，以及塑造產品形象及推廣品牌。此
項策略成功獲得客戶的擁戴，令本集團保持在業內的領導地位。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Liliput品牌HO比例模型火車ET�� DB獲Eisenbahn Modellbahn 
Magazine在動車組別下頒授「Model of the Year 2007」大獎，而本集團的OO比例模型火車
Class �08及Sealion Engineers Hopper亦獲Model Rail Magazine在不同組別下頒授「Model 
of the Year 2007」大獎，本集團對此深感自豪。

本集團的模型火車繼續獲得客戶的良好反應。Bachmann的E-Z Command®系列繼續
為銷售額增長的主要動力。該系列為數碼控制（數控）系統，配有最新數碼科技，為初
學者及有經驗玩家帶來易於使用而價格相宜、可操控多架火車的速度、照明及方向的
數控系統。在最新推出的數控聲音火車系列的推動下，鐵路模型更受客戶歡迎，於年
內，Bachmann的E-Z Command®系列取得優越成績，二零零七年的銷售額較去年增
加一倍。

在美國，本集團的附屬公司Bachmann Industries, Inc.已從Williams’ Reproduction 
Limited收購「Williams」。Williams是O比例模型火車品牌，亦是本公司最新比例及市
場的模型火車品牌。本集團認為收購Williams 為本集團提供良機，把業務擴展至「O」
比例模型火車分部的市場，Williams在這市場已具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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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租金收入約為港幣3,028萬元，
較去年增加�9.33%。此外，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年內錄得重估收益港幣�.0429億元，
去年則為港幣3,634萬元。

本集團的主要租賃物業開達大廈於二零零七年錄得租金收入約為港幣2,699萬元，較
去年港幣2,295萬元上升�7.60%。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成功維持開達大廈的出租率
於90%以上水平，並於續租時增加開達大廈的租金。隨著租約重續後租金價格有所增
加，本集團預期租金收入將穩步增長。

財務回顧

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營業額約為港幣
7.2�7�億元，較上年度所報數字增加�2.20%，而二零零七年的經營溢利為港幣9,090
萬元，去年則為港幣6,904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港幣�.2660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收益港幣�.0429億元，去
年則分別為港幣2,997萬元及港幣3,634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6元（二零零六年：港
幣0.98元）；流動比率為�.�2（二零零六年：�.02）；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695�億元
（二零零六年：港幣�.4��2億元），而本集團所擁有的銀行信貸總額則約為港幣4.2205
億元；本集團按帶息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的負債比率為2�.99%（二零零六年：
24.05%）。除於每年度下半年生產高峰期間本集團的貿易融資信貸用度會較高外，本
集團於借貸需求上並無重大季節性波動。所有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

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及交易乃以港元、美元、英鎊、人民幣、歐羅及加元計值。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銷售所得款項大多數以港元、美元及英鎊計算，而購買原材料
及設備大多數以港元支付。本集團因此而面對著一定程度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以匯
率波動相對較高的英鎊作結算單位的銷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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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美國及歐洲僱用約
5,639名（二零零六年：6,646名）全職僱員負責管理及生產工作。本集團於生產部門的
員工人數會有季節性的波動，而在管理部門的僱員人數則比較穩定。本集團按僱員的
表現、經驗及同業的現行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在僱員培訓方面，本集團鼓勵僱員報讀
及參與改良技能及個人發展的課程。

前景

本集團仍繼續面對挑戰，例如原材料價格波動、能源及勞工成本持續上漲、高產品安
全標準、缺乏技術工人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核心業務、
在管理上精簡生產流程、改善營運、生產效率及開發自動化程序。為擴大收入來源，
本集團將繼續盡力尋求收購機會、發展新產品及拓闊客源。

在上述的因素及商業環境下，本集團對其未來的表現及毛利保持審慎。縱使如此，本
集團有信心憑藉其措施提升效率使其業務穩定增長。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二零零六年：每股港幣�.5仙)。所建
議的年度末期股息須待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
停股東登記，期間將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所有
過戶文件應不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遞交至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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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號合和中心�7樓
�7�2-�7�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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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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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及E.�.2條的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的規定，每位董事（包括有特定任期者）必須至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本公司已採取行動修訂公司細則，以確保能全面遵守此企業管治守則
的各項規定。其中一項所需採取的主要行動為修訂或撤銷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一九九零年百慕達公司法，此乃本公司據之註冊成立的私人法案。撤銷本公司
的私人法案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獲批准及同意。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
九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已投票撤銷私人法案及通過修訂公司細則的特別決議
案，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2條的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有其他承
諾必須由主席承擔，故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可能擁有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的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經過特定查詢後，於年內，所有董事已確認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重大的會計政策，並商討本集團的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
報告事宜，此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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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公佈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至45(3)段規定所有資料的詳盡業績公佈將送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並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丁午壽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午壽先生，SBS，太平紳士（董事總經理）及丁天
立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丁鶴壽博士，OBE，太平紳士（主席）、鄭慕智先生，
GBS，OBE，太平紳士及丁王云心女士；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志敏先生、
陳再彥先生及姚祖輝先生。

http://www.kaderholding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