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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及本集團於聯
營公司的權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七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290,793 266,�48
其他收入  6,977	 6,387
其他收益淨額  4,738 2,3�2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40,888 8,598
成品的購貨成本  (29,486) (�2,�44)
耗用原料及消耗性物料  (113,030) (84,56�)
員工成本  (109,018) (87,243)
折舊費用  (11,914) (�0,364)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11) (��)
其他經營費用  (73,046) (65,059)   
經營溢利 3 6,891 24,063
財務成本 5(a) (4,313) (5,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455) 35   
除稅前溢利 5 2,123 �8,484
所得稅務收入╱（開支） 6 6,501 (4,606)   
本期溢利  8,624 �3,87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8,612 �3,556
少數股東權益  12 322   
除稅後溢利  8,624 �3,878   
股息 7 9,981 9,9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8(a) 1.29仙 2.04仙   

	 攤薄 8(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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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646,307 646,307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701 �37,976
 －以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865 876   

  789,873 785,�59

商譽  31,200 3�,200
無形資產  552 57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8,462 48,760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23,829 26,249
遞延稅項資產  31,193 24,55�   

  925,109 9�6,489   

流動資產
存貨  232,122 �77,624
當期可退回稅項  2,728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9 99,218 ��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260 26,592   

  369,328 3�8,3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219,015	 �93,�20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68,261 83,�80
融資租約承擔  465 582
當期應付稅項  9,363 6,�35   

  297,104 283,0�7      

流動資產淨額  72,224 35,3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結轉  997,333 9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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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7,333 95�,80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0,644 86,332
租賃按金  2,797 3,66�
融資租約承擔  276 498
遞延稅項負債  80,003 84,228
應計僱員福利  1,412 �,32�   

  225,132 �76,040      

資產淨值  772,201 775,76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541 66,54�
儲備  702,399 706,�72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768,940 772,7�3

少數股東權益  3,261 3,056   

總權益  772,201 77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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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	 獨立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本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內各適用的披露規定
而編製，包括符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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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
而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七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3.	 分部資料呈報

本集團以業務分部作為其基本分部資料呈報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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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久升值而獲益。

投資控股及買賣 ： 投資及上市證券買賣。

未經審核截至	 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投資控股及買賣	 未分類	 內部間之撇銷	 綜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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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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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外界客戶收益 273,980 25�,507 16,813	 �4,64� – – – – – – 290,793	 266,�48
內部分類收益 – – 489 489 – – – – (489) (489) – –
外界客戶其他收益 782 806 3,800 4,634 – 809 – – – – 4,582 6,249
            

合計 274,762 252,3�3 21,102 �9,764 – 809	 – – (489) (489)	 295,375 272,397
            

分部業績 (12,600) �0,�3� 16,081 �5,998 (738) (2,44�) 1,485 �9� – – 4,228 23,879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費用           2,663 �84
            

經營溢利           6,891 2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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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的季節期

本集團的玩具及模型火車業務乃一個別業務分部（見附註3），由於其產品在渡假季節時的需
求會上升，下半年的銷售額平均會較上半年為高。因此，上半年此分部業務所錄得的收益
及分部業績較下半年的為低。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融資租約承擔的財務費用 21 50
其他貸款利息 4,292 5,564  

 4,313 5,6�4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98,645 �65,�63
無形資產攤銷 18 �7
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 (1,931) (46)
利息收益 (732) (�38)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 5
出售金融資產淨收益 (1,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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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香港稅項 4,792 7,394
當期稅項－海外稅項 (426) 370
遞延稅項 (10,867) (3,�58)  

所得稅務（收入）╱開支 (6,501) 4,606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公佈的2008-09年度財政預
算中，建議從2008-09年度起降低公司利得稅稅率由�7.5%至�6.5%。於編製此綜合中期財
務報告時已計入此項稅率的減低，因此，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的遞延稅項負債
及遞延稅項資產的期初餘額將會分別減少港幣4,459,000元及港幣零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的撥備乃按照本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稅率�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按相
關國家適用的預計當年有效稅率計算。

7.	 股息
 
已批准及已於本期間內支付屬於前財政年度的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批准及已於接著的中期期間內支付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5仙（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5仙） 9,981 9,98�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8,6�2,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港幣�3,556,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65,4�2,000股（二零零七年：
665,4�2,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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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期及前期內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存在，故無列出每股攤薄盈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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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減值虧損）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64,262 85,429
已過期一至三個月 4,168 �,55�
已過期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304 75�
已過期十二個月以上 503 �5  

貿易應收賬款總額（已扣除減值虧損） 69,237 87,746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費用 29,981 26,375  

 99,218 ��4,�2�
	 	

對所有要求信貸額超過若干金額的客戶，必須進行信貸評估。應收賬款是由發票之日起三
十天內到期。若有過期三個月以上的款項未償還的客戶，彼必須先償還全部欠款始再獲授
予額外信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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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通知 45,842 3�,574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7,093 273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1,077 4�
六個月後到期 517 �78  

貿易應付賬款總額 54,529 32,066
其他應付賬款 164,486 �6�,054  

 219,015 �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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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為港幣2.9079億元，較去年同期港幣2.66�5億元增加
9.26%。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86�萬元，較去年同期港幣�,356萬元下跌36.50%。

業務回顧

玩具及模型火車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本集團原設備生產(OEM)╱原設計生產（ODM）玩具業務的營業額
為港幣�.229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4.73%。惟玩具製造商於回顧期內均須面對人民幣
的升值、原油價格高企、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上漲、及提高法定最低工資而令勞工成本高
企等問題。此外，本集團仍關注全球產品安全及回收的問題，並繼續致力提高安全防護
措施及品質控制，進一步增加了玩具測試成本。除此之外，本集團面對著激烈的競爭，
只能有限度提升售價，使本集團的邊際利潤因應承擔部份增加的成本而受到影響。

關於模型火車業務，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該營業額約為港幣�.5�02億元，較去年同期
輕微下跌�.24%。本集團的附屬公司Bachmann Europe Plc.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獲英國
Model Rail Magazine頒授「Manufacturer of the Year」大獎，本集團對此深感自豪。本集團
繼續獲得客戶的信賴及保持在業內的領導地位。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租金收入達港幣�,68�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4.84%。該增長有賴
開達大廈租約重續後租金上調所致。

本集團的主要投資物業開達大廈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經常性收入。於本年度首六個月，開
達大廈的租金收入達港幣�,5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02%。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開達大廈的出租率超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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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6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6元）；流動比率為�.24（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 銀行借
貸總額約為港幣2.089�億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95�億元），而本集
團所擁有的銀行信貸總額則約為港幣4.7369億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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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於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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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股本並無任何變動。本集團的融資來源以銀行貸款為主，貨幣單
位計有港元、美元及英鎊，並按目前市場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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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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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美國及歐洲僱用約7,030名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7,20�名，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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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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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將來，經營環境仍具挑戰性及生產成本將持續增加。本集團仍將面對不利因素，例
如人民幣升值及施用於玩具測試以增強產品安全的成本增加。期望原油價格下調仍可維
持至下半年，以至於原材料成本將會相應降低。本集團朝著履行「創製信譽」的使命，將
繼續加強其核心業務、在沒有降低產品質素下精簡生產流程、改善營運和生產效率及開
發自動化程序。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回顧期內，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的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會定期檢討及採納企業管治的指引及發展。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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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條
的規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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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重大會計政策，並討論賬目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
宜，此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的董事總經理組成，彼等負責審閱及
就本公司的政策以及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架構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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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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董事已確認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丁午壽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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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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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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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