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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METALS HOLDINGS LIMITED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2）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或「科鑄」）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234,919  242,831
銷售成本   (209,638 ) (202,042 )    

毛利  25,281  40,789
其他收入 4  1,544  705
銷售及分銷開支  (7,975 ) (9,986 )
行政開支  (14,389 ) (13,64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7,337 ) —
商譽減值虧損  —  (685 )
融資成本  (1,373 ) (1,367 )
其他開支   (145 ) (1,645 )    

除稅前（虧損）溢利  (4,394 ) 14,170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38  (754 )    

年內（虧損）溢利 6 (4,356 ) 13,416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 7 （港幣2.0仙）  港幣6.1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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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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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3,454  111,932
 預付租賃款項  6,153  6,285
 商譽  —  —
 可供出售投資  1,483  1,43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訂金  3,249  6,738    

  124,339  126,393    

流動資產
 存貨  40,983  41,32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及預付款項 8  55,745  57,404
 預付租賃款項  133  133
 持作買賣投資  543  —
 可收回稅項  34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807  31,348    

  116,551  130,21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及應計欠款 9  30,840  30,680  
 應付稅項  84  390
 無抵押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9,334  14,000    

  50,258  45,070    

流動資產淨值  66,293  85,1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0,632  211,536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  17,466
 遞延稅項負債  958  983    

  958  18,449    

資產淨值  189,674  193,0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200  2,200
 儲備  187,474  190,88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89,674  193,087    



– 3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除若干金融工具乃根據下文所闡釋之會計政策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當披露。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
政年度生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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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嚴重通脹經濟中之財務
  報告應用重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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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附帶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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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業績及財務狀況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
響。因此，毋需對過往年度作出調整。

 本集團已追溯地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項下之披露規定。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規定於過往年度呈列之若干資料已被移除，基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規定之有關比較資料已於本年度首次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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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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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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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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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的限額、最低
  資本規定及其相互關係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首個年報期開始之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於
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該變動將列作股權交易。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年內向外界客戶已收及應收銷售金額，並經扣除退貨及與銷售有關之稅項。

 業務分部

 按主要業務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益及除稅前（虧損）溢利貢獻如下：

  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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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部件 214,129  219,842  4,253  15,548
鋅部件 18,230  17,727  484  899
鎂部件 2,529  4,870  80  329
其他 31  392  1  8       

 234,919  242,831  4,818  16,784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30  30
利息收入     236  2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7,337 ) —
未分配公司開支     (768 ) (1,552 )
融資成本     (1,373 ) (1,367 )       

除稅前（虧損）溢利     (4,394 ) 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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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分部

 按地區市場分析之本集團收益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81,250  86,591
北美洲 79,574  80,235
歐洲 62,777  56,717
其他 11,318  19,288    

 234,919  242,831    

4.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30  30
 匯兌收益淨額 —  400
 利息收入 236  275    

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42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5 ) (12 )    

 (85 ) 413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本年度 257  29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85 ) —    

 72  296    

 (13 ) 709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5 ) 45    

本集團應佔稅項 (38 )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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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乃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六年：17.5%）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東莞鏗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東莞鏗利」）被視為「高新技術型外商投
資企業」，而東莞科鑄金屬制品有限公司（「東莞科鑄」）及科鑄金屬制品（上海）有限公司（「科鑄上
海」）均被視為「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外商投資企業」，故應按減免稅率24%向該等公司徵收中國企
業所得稅。此外，所有附屬公司均於首個營運獲利年度起兩年期間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可
於其後三年獲減免50%中國企業所得稅。寬免期間之減免稅率為12%。

 東莞鏗利之首個獲利年度為一九九九年。因此，稅項寬免期已於二零零三年屆滿，二零零四年及其後
稅率為 24%。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由於東莞鏗利超過70%之營業額源自出口，故可於二零零七年度獲減免 
50%稅率。因此，二零零七年之稅率為12%（二零零六年：12%）。

 東莞科鑄之首個獲利年度為二零零六年。因此，稅項寬免期將於二零一零年屆滿，其後稅率為25%。並
無就東莞科鑄作出稅項撥備。

 由於科鑄上海於年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該公司作出稅項撥備。

6. 年內（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溢利經扣除：
董事酬金 5,648  5,675
其他員工成本 51,397  49,71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88  1,663    
員工成本總額 58,233  57,053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33  133
減：於在建工程撥充資本之款項 (133 ) (133 )    
 —  —

核數師酬金 1,018  628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09,638  202,0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94  14,547
匯兌虧損淨額 68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9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3,611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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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虧損）溢利 (4,356 ) 13,416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220,000,000  220,000,000    

 由於年內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60日的信貸期。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0日至30日 30,133  24,901
 31日至60日 11,979  18,241
 61日至90日 5,383  5,463
 91日至120日 2,757  1,159
 超過120日 741  1,950    

 50,993  51,714    

其他應收款項：
 已付訂金 2,540  2,345
 其他 1,259  2,756    

 3,799  5,101    

預付款項 953  589    

 55,745  5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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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0日至30日 6,514  2,595
 31日至60日 2,005  4,230
 61日至90日 437  242
 91日至120日 222  132
 超過120日 688  310    

 9,866  7,509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欠款 17,485  20,023
 已收訂金 3,489  3,148    

 20,974  23,171    

 30,840  3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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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展望

於二零零七年，全球壓鑄市場呈現輕微增長。相比之下，由於生產基地由海外遷移至中
國，令中國市場之增長更為顯著。

隨著全球經濟放緩，二零零八年度的商品需求量亦可能下降，從而直接降低對零部件的
需求量。預計該行業會出現整合潮，於不久將來市場上將會出現汰弱留強的局面。換言
之，競爭將變得更加劇烈。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益較上一年度下跌了3.3%至港幣
234,919,000元。主要原因為模具開發收益不足所致。由於原材消耗成本及員工工資飆升，
加上集團對上海項目之已確認減值虧損，令虧損凈額錄得達港幣4,356,000元。毛利率為
10.8%（二零零六年：16.8%）。

按產品分類之收益而言，鋁合金壓鑄部件依然為本集團之核心收益來源，約佔91.1%。鋅
合金及鎂合金壓鑄部件分別約佔7.8%及1.1%。

營運回顧

作為享譽全球、提供縱向整合及以中國為基地的壓鑄公司，致力為本地及海外客戶服
務，科鑄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進行一系列之業務措施。該等措施不僅將使本集團能夠
全面爭取全球對壓鑄產品持續增長之需求所帶來之商機，兼且亦將拓寬科鑄之業務版
圖。

年內，本集團著重於提高其工廠之產能及服務水平，以進一步加強與客戶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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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

東莞廠房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年產能自去年之3,669噸減少370噸至3,300噸。下調是由本集團生產
設施之整合，以及客戶對以增值為本服務之需求日益殷切所致。

本集團於東莞廠房之年產能約為4,500噸，使用率為75%。我們額外投資港幣12,088,000元作
為購買及更新生產設備，包括先進壓鑄機器，加工機器以及測試設備。因此，生產力得以
進一步提高，而產能提高約5%。

在本年度下半年，本集團獲得獨立審核機構SGS頒發TS16949認證，以認可科鑄汽車零部
件生產方面的質量系統水準。該認證不僅增強客戶對本集團產品的信心，同時亦能令科
鑄在汽車業方面獲得更多商機。此外，本集團獲得從中國廣東省政府發出的高新技術企
業認證，以表揚其工作及產品質量。

上海生產廠房

本集團於上海之廠房施工工程遭到承包商無理拖延。本集團已向法院上訴並有待裁
決。因此，於上海項目之竣工日期將會遲於預定日期。因為施工已擱置了一段很長的時
間，故就部份生產設備及設施作出減值虧損確認。迄今為止，於該項目之總投資達港幣
36,191,000元，不包括港幣7,337,000元之投資撥備。

嚴格成本控制措施

科鑄定期進行改善工程，以全力推行各項成本控制措施。高級管理層密切監控工作進
度，以確保能全面提升本集團之成本效益。

於年內，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兼且油價高企亦對本集團之毛利產生重大影響。此外，如所
預期，本集團不能夠提高其產品價格。為了有效地控制成本，本集團積極探索另類方式
之能源供應，如天然氣或重油。本集團亦於其客戶進行商討將產品價格與能源成本掛鈎
之可能性。另一種控制成本之方法為，與供應商共同開發新設計或原材料。

與客戶的關係牢固

本集團現時擁有逾50名客戶，客戶基礎遍佈全球多個地區。歐美市場分別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26.7%及33.9%。

於年內，本集團與四名新客戶簽訂合約，其中三名來自內地，另外一名來自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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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新客戶及現有客戶均保持良好互信關係，並確保本年度之訂單不斷增加。不論
在客戶數目及行業層面方面，本集團將不斷地奉行擴大客戶基礎之策略。就此而言，多
份新合約已和汽車業及工業產品客戶落實。

未來展望

於下一個年度，我們仍將致力於鞏固科鑄於市場之領導地位，同時亦會採取一系列積極
措施，進一步壯大本集團之實力。

我們將繼續擴大本集團的產品組合，豐富產品種類及提升服務質量，以滿足客戶對一站
式服務的需求。

面對日漸激烈的市場競爭，本集團將透過更專注於探索高科技生產、改良生產工序及採
用最尖端的數碼管理系統，力求保持領先地位。該等措施將有助於鞏固本集團作為首屈
一指的垂直整合壓鑄企業之地位，並令其可及時應對市場變化。

為鞏固我們的營運基礎，我們將認真而雙管齊下地從內部及外部兩方面著手。就內部而
言，我們將積極培育人才，加強培訓員工之工作技能。就外部而言，我們將繼續保持與客
戶之堅實融洽的關係，同時亦不斷尋求能令我們的盈利能力提高之潛在客戶。

展望將來，經濟的緩緩下滑將可能導致市場作出調整並對行業作出整合，這將令競爭更
趨激烈，對一些行業同儕會出現不明朗因素。然而，憑藉集團多年來所建立之堅實業務
基礎及周詳審慎的未來計劃，科鑄有信心能克服未來的種種挑戰及保持其全球壓鑄市
場內垂直綜合企業之領先地位，同時亦為本地及國際壓鑄生產商在中國擔當不可或缺
夥伴之角色。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1,906名（二零零六年：2,349名）全職員工，當
中21名(二零零六年：19名）駐於香港，另1,885名(二零零六年：2,330名）駐於本集團在中國
東莞之廠房。全年員工成本總額約為港幣58,233,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57,053,000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及方案乃按照員工之表現、工作經驗及行業當時之狀況釐定。除
基本薪金、退休計劃及醫療計劃外，因應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合資格員
工亦可獲發酌情購股權及表現花紅。為提高僱員之工作質素及管理能力，本集團向僱員
提供職位調配、內部培訓及外界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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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總額為港幣19,334,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31,466,000元），其中港幣19,334,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4,000,000元）將於一年內到期，而並無借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7,466,000元）將於一年後到期。銀行借貸以港幣及美元列值，按參考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及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指定息率計息。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66,293,000元（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5,143,000元），流動負債為港幣50,258,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45,070,000元）。平均存貨週轉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70天增加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72天。應收賬款收款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78天增加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79天。

二零零七年之廠房、設備、租賃物業裝修與在建工程之資本開支合共港幣25,762,000元（二
零零六年：港幣34,621,000元），當中港幣7,323,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18,261,000元）與位於
中國上海之新生產廠房之興建成本有關。此外，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訂立
合同的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港幣29,701,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1,268,000元），其訂立之金額並未於財務報表撥備。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為港幣20,454,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19,065,000元）。本集團之
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31,348,000元減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18,807,000元。減少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所致。

由於年內虧損為港幣4,356,000元，故股東資金總額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
193,087,000元減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189,674,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減至0.21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5）。有關減幅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
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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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收入與原材料開支及製造成本開支主要以美元、港幣及人民幣列值。人民幣兌外
幣匯率波動可影響本集團經營成本。人民幣以外之貨幣於年內相對穩定，本集團並無面
對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冲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
將採取審慎措施盡量減低匯兌風險。本集團將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於年內並無實質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零六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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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初步公佈經核數師確認之業績

有關本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資產負債表、
綜合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據，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確認與本
集團年內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香港保證聘約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
並不構成審核保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本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
證意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訂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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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的操守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明確查
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操守
準則所載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財務報告制度、內部監控程序及風險管理，
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保持良好及獨立的溝通。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
李多森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建國先生、陸海林博士及黃永勝先生。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連同會計準則及處理方法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以釐定本公司董事薪酬。薪酬委
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多森先生及王建國先生以及一名執行董事江爵煖先生組
成，江爵煖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 公 佈 之 電 子 版 本 將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登載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
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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