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SMART UN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合 俊 集 團（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0)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二零零六年相應期間的比較數字。業績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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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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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4 375,793 225,645

銷售成本 7 (325,297) (198,517)

毛利 50,396 27,128

其他收入，淨值 8 586 1,348

行政開支 7 (46,484) (34,096)

經營溢利／（虧損） 4,498 (5,620)

融資成本 9 (6,956) (3,570)

除稅前虧損 (2,458) (9,190)

所得稅（開支）／抵負 10 (345) 434

期內虧損 (2,803) (8,756)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157) (8,756)

少數股東權益 354 －

(2,803) (8,756)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每股港元）

　－基本 12 (0.01) (0.05)

　－攤薄 12 (0.01) (0.05)

股息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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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57,286 43,245

土地使用權 4,626 4,516

無形資產 4,728 63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325 5,120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18 27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4 134

72,417 53,923
------------- -------------

流動資產

存貨 367,457 240,322

應收貿易賬款 13 108,542 104,02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9,790 12,857

金融衍生工具 － 1,247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2,202 7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7,350 5,267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329 64,882

560,670 429,341
------------- -------------

總資產 633,087 48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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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7,248 24,000

股份溢價 70,675 30,742

其他儲備 27,467 25,830

保留盈利 68,275 85,832

193,665 166,404

少數股東權益 961 607

權益總額 194,626 167,01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965 2,749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 174,274 158,83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5,056 24,113

借款 208,166 130,554

437,496 313,504
------------- -------------

總負債 438,461 316,253

總權益及負債 633,087 483,264

流動淨資產 123,174 115,83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5,591 16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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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

閱覽。比較數據應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刊發的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的本集團的

會計師報告。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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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必須遵循以下新準則、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於惡性通脹經濟

條件下的財務報告」項下所載的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內嵌式衍生工具重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採納上述新準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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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準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惟於二零零七年尚未生效。本集團並

無提早採納該等新準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董事預計於未來期間採納該等新準則、準則的修

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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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4 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 375,793 225,645

5 分類資料

主要申報格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均與製造及買賣娛樂及教育玩具及設備有關，並承受類似業務風

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編製任何業務分類資料。

次要申報格式－地域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主要向美洲及歐洲客戶作出銷售。

本集團向位於下列地域進行客戶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276,570 164,196

歐洲 72,852 39,070

其他地區 26,371 22,379

375,793 225,645

銷售乃按貨品付運的所處地點／國家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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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總資產乃位於下列地域：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8,761 177,027

中國 454,326 306,237

633,087 483,264

總資產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乃位於下列地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7 98

中國 17,241 11,260

17,298 11,358

資本開支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6.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用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約達17,29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358,000港

元）。期內並無出售事項（二零零六年：1,000港元）。

7. 經營溢利／（虧損）

於中期期內之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321,299 197,9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19 3,473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 35

　土地使用權攤銷 48 32

　無形資產攤銷 3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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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收入，淨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 2,570 867

金融衍生工具的未變現虧損 (3,225) (196)

金融衍生工具的變現收益 710 －

利息收入 333 677

其他手續費收入 198 －

586 1,348

9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及透支 4,795 2,695

　－代理融資 2,107 866

　－融資租賃負債 54 9

6,956 3,570

10 所得稅（開支）／記賬

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的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 (54)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7) (27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5) －

遞延所得稅 － 761

所得稅（開支）／記賬 (345) 43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六:17.5%）的稅率作出撥備。海外溢利

的稅項乃按年內預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通行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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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12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假設所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已轉換之已調整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計算。本公司擁有一類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認股權。其計算乃根據附於未行使之認股權之

認購權利的貨幣價值以公平值（按本公司之股份於年內的市場平均價決定）來獲得之股數計算。

根據下列方法所計算出的股數與假設行使認股權所發行的股數相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3,157 8,756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241,083 180,00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242,635 180,000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元） 0.01 0.05

每股攤薄虧損（每股港元） 0.01 0.05

13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09,240 104,701

減：應收賬款的減值撥備 (698) (672)

108,542 10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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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其客戶的應收賬款貿易的賒賬期一般少於75日。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面值由於屬短期到期，因而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9,260 78,737

31至60日 9,528 5,670

61至91日 13,914 11,394

91日至1年 5,844 8,633

1至2年 694 267

109,240 104,701

向大客戶或有良好還款記錄的長期客戶所進行的銷售於本集團銷售佔有重大比重。本集團訂有

適當政策可確保向客戶的產品銷售均有適當的賒賬期，以盡量降低信貸風險。

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08,940 83,478

31至60日 29,809 35,128

61至90日 12,957 17,913

91日至1年 19,282 18,862

1至2年 1,547 2,405

2年以上 1,739 1,051

174,274 158,837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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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由於成功地管理季節性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

由約226,000,000港元增加約67%至約376,000,000港元，而期內虧損由去年同期約

8,800,000港元下降約68%至約2,800,00港元。不包括金融衍生工具未變現方損約

3,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200,000港元）在內，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約

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除稅前虧損約9,000,000港元）。

由於受材料及人工成本高企，人力及電力短缺、人民幣升值以及來自客戶的價格下

調壓力等因素影響，製造環境仍然競爭激烈。然而，本集團透過靈活控制產能（特別

是在淡季），提高清遠工廠的產能以降低人力成本及生產一般開支，拓展原設計生產

（「ODM」）及原品牌製造（「OBM」）業務以獲得較高利潤等方式積極應對挑戰，尋求

解決之道。

ODM及OBM業務已取得重大進展，我們的自有品牌「Dreamcheeky」USB系列產品在

市場上亦廣受歡迎。我們的附屬公司Dream Link Limited （「Dreamlink」）截至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由約8,850,000港元增加約136%至約20,900,000

港元。此外，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Dreamlink錄得除稅後溢利約

1,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虧損600,000港元）。本集團計劃於本年較後時間開創

另外一個自有品牌系列，以提升我們的ODM及OBM業務。

業務前景及展望

最近北美大量回收玩具對玩具製造商造成重大影響。由於中國政府及客戶要求增加

額外的測試程序及規定，生產成本將會因而增加。本集團的產品並無受近期的回收

事件影響，本集團的營業額仍然錄得增長。本集團有嚴格的內部監控系統以保證我

們的產品安全符合客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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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業務保持穩定，在此基礎上，本集團積極多元化發展業務以鞏固本集團的經營

業務及盡量提高股東回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本集團與唐學勁（「賣方」）就

可能收購事項（「可能收購事項」）（指本集團向賣方收購China M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目標公司」）不少於20%且不多於49%的已發行股本）訂立一項不具法律約束

力的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其於福建天成礦業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95%實際權益，該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貴金屬及礦藏資源開採業務。由

於本集團需要額外時間以對目標進行盡職審查，本集團與賣方同意將正式法律約束

協議的磋商延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期內，本公司主要利用其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融資為其運營及業務發展提供

資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5,300,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64,9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

10,200,000港元）。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約為209,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133,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147,500,000港元）。資產負

債比率（按借款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為79%（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41.0%；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18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561,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429,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347,800,000港元），

流動負債總額約為437,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3,500,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315,5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

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約為1.28（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7；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約1.10）。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東基金約為

195,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7,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約74,50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及股份溢價提高所致。 .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272,48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除已發行普通股外，本公司已發行的資本工具亦包括可認購本集團股份的購股權。

於回顧期間，根據本集團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已授出10,100,000項購股權，行使價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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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0.78港元。於回顧期間，80,000項購股權已獲行使，而10,020,000項購股權於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獲行使。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後及截至本報告刊發日

期，概無購股權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

本公司之集資活動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進行之集資活動如下：

公佈日期 事項 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 配售現有股份及 約 41,800,000港元 用作投資現具及消閒產品之

　認購新股份 生產廠房及一般營運資金 約5,400,000港元已用作

支付生產廠房

約12,500,000港元已用作

支付員工及工人薪金

約12,500,000港元已用作

支付物料及分包開支

約11,400,000港元用作

償還循環銀行融資借貸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並無進行任何集資活動。

有關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事項的詳情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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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抵押

有抵押銀行借款乃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數約5,325,000港元的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120,000港元），本公司已簽訂公司擔保，

及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銀行存款金額約為7,35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5,267,000港元）為擔保。

外㶅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故本集

團須承受外㶅風險。本集團現有外㶅結構性遠期合同對沖上述外㶅風險。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合共聘有約1,700名全職僱員（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0名）。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待遇一般參考市況及個人資

格釐訂。本集團亦會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本集團

為其所有香港僱員提供醫療保險，並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

經營界定供款福利計劃。同時，本集團亦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僱員訂有涵蓋多項保

險及社會福利的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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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提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籍此提升本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時確保股

東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於回願期內本公司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項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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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

績。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呂新榮先生、李澤雄先生及鄧觀

瑤先生。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業績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

www.smartunion.com.hk）上刊登。載有上市規則規定須的所有資料的中期報告，將

在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可於相同網站獲取。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胡錦斌先生、賴潮泰先生、盧

國材先生、何偉華先生及黃偉銓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呂新榮博

士、李澤雄先生及鄧觀瑤先生。

承董事會命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錦斌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