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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Un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合 俊 集 團（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0)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業 績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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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的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 3及4 727,225 709,566

銷售成本 6 (604,952) (603,444)

毛利 122,273 106,122

其他收入，淨值 5 3,710 5,265

行政開支 6 (80,217) (63,572)

經營溢利 45,766 47,815

融資成本 7 (9,998) (5,773)

除稅前溢利 35,768 42,042

所得稅開支 8 (5,136) (5,370)

年度溢利 30,632 36,672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0,025 36,672

少數股東權益 607 －

30,632 36,672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元） 9 0.15 0.20

　－攤薄（每股港元） 9 0.15 0.20

股息 10 14,4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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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245 28,963

土地使用權 4,516 －

無形資產 63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120 2,999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76 3,89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4 598

53,923 36,456
-------------- --------------

流動資產

存貨 240,322 152,689

貿易應收賬款 11 104,029 84,53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2,857 13,146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73

衍生金融工具 1,247 －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737 －

已抵押銀行存款 5,267 2,837

銀行結餘及現金 64,882 11,489

429,341 264,771
-------------- --------------

總資產 483,264 3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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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000 1,500

股份溢價 30,742 －

其他儲備 25,830 25,767

保留盈利 85,832 65,807

166,404 93,074

少數股東權益 607 －

權益總額 167,011 93,074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749 6,013

2,749 6,013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158,837 111,92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賬款 24,113 25,471

應付董事款項 － 3,45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266

借款 130,554 57,582

即期所得稅負債 － 3,439

313,504 202,140
-------------- --------------

總負債 316,253 208,153
-------------- --------------

總權益及負債 483,264 301,227

淨流動資產 115,837 62,63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9,760 9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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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集團重組及編撰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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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消閒及教育玩具及設備。

董事認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Smart Place Investments Limited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根據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之協議，本公司透過股份互換方式收購合俊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並

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司（「重組」）。

重組是將受到基本股東共同控制之實體合併，基本股東維持不變，而各股東各自之權利於緊接重組前及緊

隨重組後不變。因此，重組已採用合併會計法入賬。

綜合財務報表呈本集團之綜合損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猶如本集團之企業架構自所呈

列最早期間開始時或組成本集團之公司各自註冊成立或成立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一直存在。編撰呈列本

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乃假設本集團的架構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已存在。

2. 編製基準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

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包括

衍生工具）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a) 有關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對現有準則的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對現有準則的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故此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採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香港財務準則2的範圍」（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規定凡涉及發行權益工具的交

易－當中所收取的可識別代價低於所發行權益工具的公平值－必須確定其是否屬於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2的範圍內。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8，但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影響；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禁止在中期期間確認按成本

值列賬的商譽、權益工具的投資和財務資產投資的減值虧損，在之後的結算日撥回。本集團將由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但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

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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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仍未生效且與本集團營運無關的對現有準則的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對現有準則的詮釋，本集團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或較後期

間採納，但此等詮釋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香港會計準則29「嚴重通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下的重

列法」（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起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提供了指引，

說明若實體在某報告期間內確定其功能貨幣處於嚴重通脹的經濟中，而有關經濟體系在上一期間

並無出現嚴重通脹，應如何應用香港會計準則29的規定。由於集團並無任何實體擁有處於嚴重通

脹經濟體系的貨幣作為其功能貨幣，故此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與本集團的營

運無關；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重新評估勘入式衍生工具」（由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規定當實體首次成為主合

約的一方，必須評估該勘入式衍生工具是否需要與該主合約分開處理，並記賬為衍生工具。此項

準則禁止進行後期評估，但假如合約條款有變導致大幅度修改了合約原有的現金流量，則可在有

需要時進行重估。由於沒有集團實體更改了其合約條款，故此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9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c) 在二零零六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營運無關的準則、修訂和詮釋

以下準則、修訂和詮釋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但與本集團的營運無

關：

‧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僱員福利；

‧ 香港會計準則21修訂－對國外經營的投資淨額；

‧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預測內部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公平值期權；

‧ 香港會計準則39及香港財務準則4修訂－財務擔保合約；

‧ 香港財務準則6－礦產資源的開採和評估；

‧ 香港財務準則1及6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礦產資源的開採和評估」；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5－對拆卸、復原及環境復修基金權益的權利；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6－參予特殊市場－電氣及電子設備廢料－產生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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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 727,225 709,566

4 分類資料

主要申報格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均與製造及買賣消遣及教育玩具及設備有關並承受類似業務風險。本集團於相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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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營，而銷售則向美洲及歐洲客戶作出。

本集團之銷售乃向位於下列地域之客戶作出：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503,866 536,891

歐洲 154,419 137,242

其他地區 68,940 35,433

727,225 709,566

銷售乃按貨品付運之所處地點／國家而分配。

本集團之總資產乃位於下列地域：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7,027 105,574

中國 306,237 195,653

483,264 301,227

總資產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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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本開支乃位於下列地域：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81 105

中國 21,469 20,487

21,950 20,592

資本開支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5 其他收入，淨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 1,142 3,915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收益 1,247 －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 557 －

利息收入 764 1,350

3,710 5,265

6 開支類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080 5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攤銷 7,158 6,190

無形資產攤銷 254 －

土地使用權攤銷 77 －

使用的原材料 449,104 445,264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48,272） (5,438)

僱員福利開支 30,360 28,86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8,576 8,043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147 658

存貨減值 756 3,267

其他 235,929 179,651

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之總額 685,169 66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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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及透支 9,718 6,154

　－代理融資 1,532 129

　－融資租賃負債 16 16

11,266 6299

減：資本化利息 (1,268） (526)

9,998 5,773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相關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五:17.5%）之稅率作出撥備。海外溢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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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率計算。

根據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經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延長協議延長）及二零零四年八月

十八日與東莞市樟木頭鎮經濟發展總公司訂立之加工協議（「加工協議」），合俊實業有限公司（「合俊實業」）

於相關期間外判若干加工工序予中國之東莞樟木頭合俊玩具廠（「樟洋廠」）及東莞樟木頭俊領玩具廠（「寶

山廠」）。按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同意之結算基準，合俊實業根據加工協議於樟洋廠及寶山廠進行製造

工作所產生50%之應課稅溢利乃視為離岸性質且根據稅務局於一九九八年三月頒佈之《稅務局釋義及執行

指引第21號（經修訂）－利溢來源》並無須繳付香港所得稅。

該等離岸處理方式並不適用於外判予中國加工商之加工業務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因該等溢利須悉數繳付

香港利得稅。合俊實業可獲以50%離岸方式處理之應課稅溢利之比例乃經參考樟洋廠及寶山廠之直接勞動

成本、製造經常費用、模具成本及行政開支（統稱「製造成本」）佔製造成本與支付予其他中國加工商之外判

費總額之比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俊實業可按離岸方式處理且毋須繳付香港利

得稅之應課稅溢利之實際比例為37.06%（二零零五:33.02%）

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之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899 6,1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534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9

－遞延所得稅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464 (741)

5,136 5,370

本集團就除稅前溢利的稅項，與採用香港利得稅稅率而應產生之理論稅額的差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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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5,768 42,042

按17.5%稅率計算之稅項 6,259 7,357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251 －

無須課稅之收入 (1,696) (2,276)

不可扣稅之開支 317 40

未確認稅項虧損 369 249

使用過往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603)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9 －

所得稅開支 5,136 5,370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30,025,000港元（2005：36,67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185,452,000港元（2005：180,000,000港元）計算。釐定已發行股份數目時，將重組

及資本化發行之180,000,000股視為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經發行。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0,025 36,672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195,452 18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15 0.2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已發行的具攤薄作用潛在股份。

10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屬公司於重組前已付其當時股東的股息（附註a） － 23,000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22港元（二零零五年：零）（附註b） 5,280 －

擬派終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二零零五年：零）（附註b） 9,120 －

14,4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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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有關股息乃(i)合俊投資有限公司向其當時股東所宣派及派付

有關的股息及(ii)在二零零六年完成重組前向其當時股東所宣派及派發有關二零零五年特別股息合共

10,000,000港元。就集團重組，其當時股東已將特別股息資本化。

(b) 董事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召開會議，會上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22港元及終期股息每股普

通股0.038港元。建議股息並未於該等賬目中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反映為保留盈利分撥賬。

11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04,701 86,409

減：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672) (1,872)

104,029 84,537

貴集團來自其客戶之貿易應收賬款之借貸期一般少於75日。

貿易應收賬款於各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8,737 63,994

31至60日 5,670 9,278

61至91日 11,394 6,955

91日至1年 8,633 5,365

1至2年 267 817

104,701 8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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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於有關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83,478 46,364

31至60日 35,128 27,858

61至90日 17,913 17,028

91至1年 18,862 18,404

1至2年 2,405 2,272

2年及以上 1,051 －

158,837 111,92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727,2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709,600,000港元），升幅約2.5%。升幅主要源自本公司附屬公司捷領環球有限公司（「捷

領」）業務之營業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約18.2%至約3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36,700,000港元），其中每股基本盈利為15港仙（二零零五年：20港仙）。本公司玩具生

產業務於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挑戰重重，例如員工法定最低薪金調高、電力供應不穩定、

人民幣兌港元升值以及利率提高均增加經營成本及經常費用。此外，清遠廠於年內註銷經

營前開支以及用於加強企業管治之開支增加亦對本集團純利有影響。

按產品類別比較本集團銷售，教育及消閒產品及充氣彈床等體育用品於回顧期間均錄得穩

健增長。由於大多數體育用品均用作春季及夏季活動，此項分類之增長有助本集團減輕玩

具業之季節性波動。

按產品類別劃分之本集團銷售額分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硬膠及電子玩具 50% 61% 57% 54%

教育及消閒產品 26% 23% 19% 21%

毛絨玩具 19% 9% 9% 9%

體育用品 0% 1% 10% 15%

其他 5% 6% 5% 1%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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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公司主力經營ODM及OBM業務之附屬公司捷領亦自二零零六年起有溢利貢

獻。捷領之銷售額約達46,200,000港元，較去年飆升多過二倍。儘管市場價格競爭嚴峻，惟

捷領之銷售額增長仍為本集團毛利率帶來貢獻，令毛利率由約14.95%增至16.81%。

有部份客戶延遲春季產品（例如充氣彈床）之付運時間由審閱年度至二零零七年首季。再

者，本集團收到兩名知名客戶的訂單，製造蜘蛛俠III動作玩具，以應其電影在本年五月作

環球上映。因此本集團在本年度首季的營業額已超出比其在審閱年度兩倍。

利率及銀行借款增加導致本集團之融資成本較去年增加約73.2%至約10,00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5,800,000港元）。銀行借款增加乃由於營運資本增加及清遠廠之資本投資增加所致。

現今，多數客戶為減低存貨風險，均會要求極短及緊湊之貨品交付期，導致本集團須囤積

存貨及產生額外營運資本。本集團已採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減輕營運資本需求，例如嚴謹控

制存貨及應收賬款。此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透過在聯交所首次公開招股籌措資

金，為進一步擴充清遠廠提供資金並減低為清遠廠之借款。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64,9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11,500,000港元）以及就取得銀行融資而已抵押之銀行存款約5,30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2,800,000港元）。回顧年內，本集團獲授合共約235,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由本集團

之固定存款及公司擔保抵押。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減銀行存款及現金（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並除以股

東權益）約為37.8%（二零零五年：52.9%）。

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之總資產約483,3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01,200,000港元），而總負債則約為316,300,000元（二零零五年：208,200,000港元）。本集

團之資產淨值於截至本年度止增加約79.4%至約167,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93,100,000

港元）。

㶅率風險

本集團須承受外㶅風險，因本集團大多數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均以人民幣及美元列

賬。本集團現有外㶅結構性遠期合同對沖上述外㶅風險。

資本架構

本公司之資本架構自其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刊發招股章程當日起並無變動。本公司之

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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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集團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名

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付每股3.8港仙之末期股息及見於本公司首年度上市和答謝各股

東之支持每股2.2港仙之特別股息。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六年對玩具製造業充滿挑戰，特別是競爭劇烈以及商品及勞工成本上升。本集團已

實行一系列營銷策略克服該等挑戰、優化其產品組合、進一步發展OBM/ODM業務並加強其

玩具製造能力。

於二零零六年，本集團核心業務OEM業務之營銷策略與其於過往年度所訂立者相符。考慮

到綜合化產品之特別產品市場，本集團已製造綜合不同行業行產線之產品，例如將電子玩

具配合教育消閒產品，以及將玩具配合食品級產品。混合生產線可提供一站式服務，因該

等外判物料現已可自給自足。而此舉能顯著改善本集團毛利、提升產能及將產品類別多元

化。此外，綜合過程可將本集團之產品與競爭者區別開來，繼而提升本集團競爭力。

為加強本集團之玩具生產能力，本集團已與世界領先路競產品公司雅田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雅田」）簽訂初步為期三年之獨家製造協議，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產路競產品。

二零零七年之初步生產目標值達150,000,000港元。為促使生產流程更為流暢，本集團將代

表雅田管理位於東莞之450,000平方尺廠房，並於協議期首年免費使用設施及設備。該協議

乃基於全球化加速行業專門化而簽訂。董事會認為與雅田合作令本集團獲益良多，因為本

集團並無即時資本支出，且僅於首年合作已達可觀生產值。因此，本集團期望能與雅田合

作無間，並為路競愛好者提供更多優質選擇，以供收集把玩。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作為一

站式製造商，一直於市場投資並已建立名聲，擁有合併塑膠、布料或電子產品至單一產品

之精密能力，為與雅田等尋找擁有強大製造能力及嚴格品質控制之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奠下基礎。

清遠廠乃為擴張本集團之生產規模以及改善成本效益而興建。清遠廠自二零零六年第四季

起開始營運。清遠廠之地盤面積約154,280平方米，現時由1,500名員工運作。產能將較現時

提升三分之一。清遠廠第1B期之建築工程進展順利且將於二零零七年中竣工，並將於二零

零七年第三季投產。尚在興建之1B期涉及資金約30,000,000港元，部份以上市所得款項支

付，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底投產。該兩期工程開始經營後合共將有4,000名員工。管理層對

清遠廠之生產前景非常樂觀，相信該廠之產能將有助本集團開拓全球多元化客戶網絡以及

為未來業務發展奠下穩固根基。清遠廠開始經營後，已表現出經擴大生產規模及以生產水

平有所改善，本集團因此極有希望成為中國最大玩具作產基地。而此會提升本集團合併塑

膠、紡織布料及電子部件至單一產品之產能。本集團銳意成為世界級玩具供應商，而提高

產能有助本集團開拓高毛利高增值之產品市場、開拓客戶網絡以及擴大收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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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領業務包括為客戶採購、設計及策劃製造禮品產品，以及以「Dream Cheeky」品牌營銷其

自製產品。電子娛樂禮品分類之創意有助捷領與英國客戶建立良好關係以及於二零零六年

開始大量生產，為集團帶來正面影響。於二零零六年，捷領向「大男孩」營銷了禮品類別項

下七種配備USB連接器之電腦週邊產品以及四種搖控玩具，佔其營業額約40%，而其餘銷售

額則來自銷售充氣、體育娛樂產品等ODM產品以及向客戶授出特許經營權之產品。本公司

已加強英國之銷售渠道，亦展望可透過互聯網提高USB產品銷量，進一步提升捷領業務之

邊際利潤。

去年，捷領在中國深圳設立了一個約8,000平方呎展銷廳，陳列之產品種類繁多，包括電子

禮品及室外活動設備。本集團相信中國發展迅速、市場龐大且商機無限，實屬其OBM業務

之理想發展環境。現時預期ODM及OBM業務於可預見將來成為主要增長動力之一。

未來計劃及前景

來年，本集團將繼續調整其營銷策略，以迎合不斷轉變之市場，務求令核心業務穩步上

揚，亦會在中國及美國開拓市場及OBM業務商機，開發特別產品市場的新製造工序以及加

強與其他行業之間的緊密合作，進一步促進業務發展。

Dream Cheeky將於市場推出逾20種新的電腦週邊USB產品，而捷領之銷售增長率預期將會

繼續上揚。捷領之工程及銷售辦事處將合併至深圳，而體育用品及USB產品之展銷廳將於

二零零七年開幕，為捷領在中國市場之下一浪業務增長作好準備。

除布料充氣生產線及獨特背包分類外，特別產品體育用品為本集團帶來約15%之穩定增長銷

量，而本集團業務亦擴展至學前童車特別產品設計類別，並將繼續透過與本公司營銷夥伴

合作設計及發展持續穩定增長。

本集團一直專注於OEM業務高產量分類之生產效率，並已與主要營銷夥伴取得進展。本集

團相信此趨勢可讓本公司建立更強的工業工程能力並於生產過程中繼續發揮經濟效益。此

方向有助本集團在成本計算方面保持競爭力。

本集團現正進行業務重組，而本公司位於樟木頭之樟洋廠業務將成為中央服務及工程支援

區，此舉有助本集團減少資源重疊、改善本公司動用資源的靈活性並統一本集團之業務及

其多廠營運之ERP系統。採購程序將予合併，相信透過更大量採購而改善採購材料之能力。

有鑑於清遠廠第1A期已全面投產，而體育及春季項目之銷售將於來年增加，故本集團預期

銷量將會有所增長。除此，由於與雅田合作生產路競產品以及捷領之營運順暢，本集團之

銷量以及溢利亦將於來年有所提升。

儘管行內競爭劇烈、清遠廠之人力成本以及管理費用提高、加上人民幣於二零零七年極可

能繼續升值，本集團仍相信中國及海外玩具業於未來將有極大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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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除於年內發行240,000,000股股份（包括因本公司

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聯交所上市而發行之60,000,000股股份）外，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購買或出賣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守則條文原則。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該守則，惟下文所述偏離者除外。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市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舉行提名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會議。本公司已安排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舉行提名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會議。本集團將繼續監督企業管治常規，確保該等常規符合該守則規定。

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將於股東大會批准之末期股息及以股代息資格，股東須將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不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

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

樓），方為有效。

致謝

本人謹此向本公司所有股東、客戶、業務夥伴及供應商對本集團之長期支持及信心致以真

摰感激。本人亦衷心感謝本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於年度鞠躬盡瘁，努力不懈，與本集團

共同面對所有挑戰。本人期待本集團於未來可持續為股東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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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胡錦斌先生、賴潮泰先生、盧國材先生、何偉華先生及

黃偉銓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新榮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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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斌先生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