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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D GROUP LIMITED
飛毛腿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9）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布

中期業績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達人民幣 5億 4,280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4億 8,240萬
元增長 12.5%。

•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於福州的生產廠房發生嚴重火災，使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及淨利受到
不利影響。

•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1億 2,530萬元，包括火災引致的存貨及固定資產損失約人民
幣 2億 2,020萬元，去年同期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7千 970萬元。

• 撇除火災引致的存貨及固定資產損失，但計及六月份生產及銷售受到火災的影響，除稅前溢利應約為人民幣 8
千 660萬元。

•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 12.89仙，去年同期為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13.28仙。

• 本集團在火災前截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營業額約達人民幣 5億 1,000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
幣 3億 9,680萬元增長 28.5%。

• 本集團在火災前截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淨利約達人民幣 9千零 10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7千 370萬元增長 22.3% 。

• 為了回饋本公司股東的持續支持以及考慮到集團具備充足資金作業務發展之用，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0港仙。

飛毛腿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之經審核比較數字。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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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542,802 482,401
銷售成本 (401,226) (356,360)

毛利 141,576 126,041
其他收入 9,821 5,2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652) (8,285)
行政開支 (36,567) (20,954)
火災損失 5 (220,222) －
其他經營開支 (8,439) (200)
融資成本

(2,156) (1,790)
可換股債券發行開支 － (2,26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 (9,985)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133,639) 87,809
所得稅扺免（支出） 7 8,382 (8,12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25,257) 79,689

股息 8 19,332 30,74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人民幣仙） 9 (12.89) 13.28

每股（虧損）盈利
－攤薄（人民幣仙） － 13.1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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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69,900 79,487
預付租賃款項 12,373 12,131
無形資產 2,350 1,807
遞延稅項資產 10,485 1,67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訂金 － 657

195,108 95,757

流動資產
存貨 104,841 94,90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29,309 227,573
一年內的預付租賃款項 258 2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4,549 126,408
應收有關連人士款項 1,030 960
持至到期日投資 12 100,600 －
可收回所得稅 2,40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84,852 124,0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1,347 486,937

989,189 1,061,08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266,727 94,801
產品保修準備金 3,483 2,572
其他應付款項、預收款項及應計費用 44,604 62,238
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706 2,354
銀行貸款 444 76,362
可換股債券 14 － 78,410
應繳所得稅 － 2,973

315,964 319,710

流動資產淨值 673,225 741,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68,333 837,1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99,503 86,404
儲備 767,646 749,319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867,149 835,72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一年後到期 1,184 1,406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868,333 837,12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 般資料
飛毛腿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二十二章公司法（二零零一年第二修訂）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上市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移動電話、筆記薄電腦、數碼相機及其他
電子產品的二次充電電池組及相關配件銷售及營銷業務。

2. 編 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之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

3. 主 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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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
者則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一項新訂及一項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準則」）以及多項由國際會計
準則委員會轄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布的詮釋（「詮釋」）。該等新訂、經修訂準則及詮釋與本集團業務相關，於二零零七年一
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新訂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業績或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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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或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3號 客戶獎勵計劃  4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對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作用  3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業 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現向兩類客戶提供其產品，分別為自有品牌業務及原設備製造商（「 OEM」）業務。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分類為本集團的風險
及收益之主要來源。

有關該等業務的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自有品牌 OEM

業務 業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77,521 165,281 542,802

分類業績 87,147 20,517 107,664

未分配收入 9,821
未分配開支 (28,746)
火災損失 (220,222)
融資成本 (2,156)

除稅前虧損 (133,639)
所得稅抵免 8,382

期內虧損 (125,257)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自有品牌 OEM

業務 業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42,036 140,365 482,401

分類業績 81,397 22,823 104,220

未分配收入 5,244
未分配開支 (9,88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9,985)
融資成本 (1,790)

除稅前溢利 87,809
所得稅支出 (8,120)

期內溢利 79,689

地區分類
由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逾 90%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本集團並無呈列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5. 火 災損失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福州的生產廠房發生嚴重火警。本集團大部分存貨均被銷毀，惟其大部分生產線並無受到
波及。

火災招致的損失概述如下：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二次充電電池 78,497
金屬部件 3,644
電子部件 38,720
塑膠部件 26,681
電池組塑膠外殼 20,953
其他 7,824

176,319

半成品 7,690
產成品 17,469

存貨損失 201,4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失 10,458

其他損失（附註） 8,286

220,222

附註： 該筆款項指估計重建遭火災損毀的租用廠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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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 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經營租金 4,222 1,8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9,227 6,278
研發成本 8,551 5,080
計入其他經營開支的匯兌虧損 6,974 －
利息收入 (5,804) (366)

7. 所 得稅（抵免）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抵免）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428 8,170
上一期間撥備不足 － 58

遞延稅項抵免 (8,810) (108)

(8,382) 8,120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就中國稅項估計應課稅收入按期間之適用稅率計算。

飛毛腿（福建）電子有限公司（「飛毛腿電子」）及飛毛腿（福建）電池有限公司（「飛毛腿電池」）是位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馬尾區的
外資企業。飛毛腿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深圳飛毛腿」）是位於中國深圳的外資企業。馬尾區及深圳獲指定為經濟開發區。因此，飛
毛腿電子、飛毛腿電池及深圳飛毛腿須按 15%的所得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外資企業及國外企業的所得稅法、中國外資企業及國外企業的所得稅法的詳細規則及規例，以及福州稅務分局於二零零三
年五月十五日發出的審批文件榕開國稅政 [2003]72號，飛毛腿電子有權自其首個經營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
於隨後三年享有 5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寬減。飛毛腿電子自二零零二年起享有繳稅豁免，並自二零零四年起享有稅項寬減，因此於二
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採用削減的企業所得稅率 7.5%。飛毛腿電子於二零零七年申請延長豁免期。稅務部已批准有關申請，故飛毛腿
電子由二零零七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四月（包括首尾兩年）未來三年的實際稅率為 10%。由於飛毛腿電池及深圳飛毛腿自各自成立以
來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飛毛腿電池及深圳飛毛腿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

由於於兩段期間內本集團的溢利既非於香港產生，亦非來自香港，而飛毛腿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於期內錄得稅項虧損，故此並無於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8. 股 息
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日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每股 2.0港仙，合計派發股息 19,840,000港元（相
當於人民幣 19,332,000元），惟須待股東批准。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此項應派股息。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為數人民幣 30,744,000元之股息於集團重組前宣發並向當時股東派付。

9. 每 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盈利（期內（虧損）溢利） (125,257) 79,689

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9,98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89,674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1,481,654 600,000,000

具潛在攤薄效應的可換股債券的影響 82,325,45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2,325,454

由於可換股債券及已授出購股權具反攤薄效應，故本期間內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 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按人民幣 32,313,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23,017,000元）購入廠房及設備、按人民幣 14,892,000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 1,237,000元）購入辦公室設備、按人民幣 2,361,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3,955,000元）購入汽車、按人民幣 11,205,000元（二零零
六年：人民幣 1,982,000元）之模具、按人民幣 395,000元（二零零六年：無）進行租賃物業裝修以及添置在建工程人民幣 49,048,000元（二
零零六年：人民幣 1,509,000元）。

11. 應 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 60至 90日。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204,543 223,627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24,766 3,808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 138

229,309 227,573

所有應收票據之賬齡為各結算日起計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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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 至到期日投資
持至到期日投資以人民幣計值，回報率與銀行同業的固定回報產品掛 ，包括認購中國新上市證券的投資收入以及銀行同業存款及
貨幣基金的收入。持至到期日投資於初次確認時，指定為以公平值計入損益。

持至到期日投資的到期日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因此分類為即期。所有持至到期日的投資，於各結算日經參考持至到期日投資的信
託人提供之報價，以公平值列賬。

13. 應 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264,185 93,379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2,081 1,229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394 146
超過兩年 67 47

266,727 94,801

所有應付票據之賬齡為各結算日起計六個月內。

14. 可 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行 10,000,000美元（約相當於人民幣 78,161,000元）的可換股債券，每年票息率為 2.5厘，贖回溢價每
年 12厘（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訂立之補充協議減至每年 7.875厘），到期日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可換股債券」）。可
換股債券持有人已行使可換股債券項下的兌換權，而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按招股章程所披露之兌換價配發及發行 93,001,246
股股份。該等兌換股份相當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已發行股份約 9.38%。

15. 股 本
股數 金額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5,000,000 502,35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860,000 86,404
按超額配股權發行股份 39,000 3,885
兌換可換股債券 93,001 9,21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992,001 99,503

於本期間，本公司的法定股本並無變動。

16. 結 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已向其承保公司報告有關火災（見附註 5）。所購保險主要承保火警引致的存貨及產品損失最多達人民幣 100,000,000元，而其後
業務中斷或其他損失不在承保範圍。由於有關調查有待進行，故於截至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本集團仍未能就自承保公
司可獲取的賠償額得出結論。有關存貨、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以及其他損失合共人民幣 220,222,000元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反映，並未計及承保公司可能作出的任何賠償。最終可自承保公司獲取的任何賠償金額僅於肯定可收到後，方於日後
期間確認。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一家在中國主要從事自有「 SCUD飛毛腿」品牌移動電話二次充電電池組銷售和營銷的市場領先者，本集團亦已
進一步增加產品類別並開發兼容其他 3C產品（包括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和其他個人電子產品）的二次充電電池組，以
增加本集團收入並提升市場競爭力。

在中國對二次充電電池組及移動電話週邊產品以及其他便攜式電子產品的需求增長推動下，本集團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達人民幣 5億 4,280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 12.5%。然而，由於本集團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
一日於福州的生產廠房發生嚴重火災（「火災」），大部分存貨均被銷毀以致生產亦受到重大影響，故此集團於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及淨利均受到影響。火災前截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本集團已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5
億 1,000萬元，相對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3億 9,680萬元，上升 28.5%，但主要因為火災銷毀本集團之存貨，使六月份的生產工序，
產能和訂單交付情況受到嚴重影響，六月份之單月銷售額只錄得約人民幣 3千 280萬元。本年度上半年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1億 4,160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2.3%；由於此次火災屬個別意外，集團之毛利率並未受重大影響。二零零七年，本集團自
有品牌業務於本集團的營業額所佔百分比維持 69.6%，二零零六年則為 70.9%。期內本集團自有品牌業務的毛利率為 28.6%，
相對去年同期的 28.1%，上升 0.5個百分點，OEM業務的毛利率為 20.3%，與去年同期的 20.5%相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
1億 2,530萬元（包括火災引致的存貨及固定資產損失約人民幣 2億 2,020萬元），去年同期錄得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7千 970
萬元。期內每股虧損人民幣 12.89仙（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盈利人民幣 13.28仙）。

由於生產設施需時全面回復正常運作，預計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度業績將備受考驗，但管理層預計當工廠恢復正常生產及
供貨時，憑藉集團在國內強大分銷網絡及品牌優勢，集團的訂單交付量回升，預期二零零七年第四季度的業績將較二零
零七年第三季度的業績獲得顯著改善。

本集團的董事會及管理層期望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初將全面恢復正常運作，繼續致力提升營運效益，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
各項決策的依歸。憑藉已擴大的產品種類，以及逐步發展的新市場，管理層深信集團業務將可重拾升軌。

優化銷售網絡
通過分銷架構進行銷售讓本集團在中國通過有效而符合最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建立龐大的市場覆蓋面和客戶聯絡網。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一級分銷商總數達到 350名，較二零零六年底增加了 19名。現時在分銷網絡中大約有 180
家為獨家分銷商。預期於上半年增加的分銷商對集團下半年銷售額將會有著更顯著的成效。此外，集團目前已在全國 9個
大區域建立辦事處，以加強渠道網絡建設和管理，借此機會，採取優勝劣汰機制，整肅分銷商隊伍和發展新的有競爭力的
分銷商。

提升產能
由於工藝流程的改進和績效指標考核的正面效果，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火災前之產能相比二零零六年底提升了 30%。火災
發生後，管理層盡全力恢復生產及供貨，隨著物料供應配套漸趨改善，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日，產能已恢復在 6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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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產品組合
產品策略方面，集團繼續集中發展利潤率較高的高端產品，現時，移動電話電池仍為集團核心的產品，於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以營業額計算，移動電話電池佔集團產品的 78.1%的比例。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推出的自有品牌
「 SCUD飛毛腿」移動電話電池已達 2,600種型號，且可相容 3,000款移動電話型號。此外，集團繼續專注發展其自有品牌「 SCUD
飛毛腿」的業務，輔以 OEM業務，以進一步提升我們產品的品質、技術和管理水平，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
有品牌業務和 OEM業務分別佔集團營業額的 69.6%和 30.4%，比例大致與去年持平。

在加強品牌形象方面，現在已完成專區專櫃裝修的店面有 8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廣東、湖北、河南等地區，效果非常明顯，
特別在提高品牌認知度上。

要建立集團的品牌形像，產品的安全也是重要一環，集團一向致力確保產品質量，尤其近期市面的移動電話電池頻繁出
現爆炸事件，使消費者更著重移動電話電池品牌的可信性。「 SCUD飛毛腿」已在國內市場建立成為可靠而家喻戶曉的移
動電話電池品牌，而集團所生產的電池在各地質量抽檢中都達標，我們會進一步加大品牌的宣傳力度，並已加強內部的
產品質量管理，規範合理、標準使用各項標示，也會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打擊盜版產品，保障消費者的安全。

火災意外檢討報告
1. 火災原因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飛毛腿（福建）電池有限公司位於三樓的車間製造部返修加工組一名員
工在進行電池擦膠作業時，因違反操作規程導致電池短路而引發起火。火災發生後，現場管理人員立即安排撲救工
作並報警，因火勢蔓延迅速，波及位於四樓的廠房，公司立即安排員工疏散，增加現場施救力量並組織全廠警戒。

2. 火災損失
火災牽涉樓面面積 3,000多平方米，共導致兩個車間 5,000平方米廠房無法使用，而部分生產設備、原材料、半製品和產
成品亦受損。直接經濟損失約人民幣 2億 2,020萬元，其中存貨約人民幣 2億 150萬元。由於保險索賠尚未結束，廠房結
構無法進行勘驗，預計受損的兩個車間需於二零零七年底修復完成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然而，集團慶幸此場火警並
無造成任何人命傷亡。

3. 生產恢復
火災發生後，集團啟動緊急事故處理程序，成立生產自救指揮中心，加緊恢復生產和處理善後事宜，兩周內開始陸續
向市場供貨。現時，生產能力已恢復至 60%以上。火災發生後，集團的主要經銷商和 OEM主要客戶例如：三洋、比克、
比亞迪、力神等主要供應商都發來慰問函，並表示全力支持公司的經營工作，對集團訂單延遲交貨給予理解和寬限，
供應商加班加點為我們趕貨和最快速提供生產所需物料。

4. 保險賠償
集團旗下飛毛腿（福建）電池有限公司二零零七年一月，向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福建分公司投保原材料、半成品、產
成品保險共計人民幣 1.0億元，雙方已委聘一名第三方合理評估，現場調查已基本結束，待發出初步評估報告，預計
二零零七年十月前保險索賠將會基本定案。本公司現正將多家保險經營公司之條款與本集團現時之保險計劃進行
比較，以規劃合理之投保策略。

5. 責任處罰
集團執委會全體成員對火災的危急程序及防火政策等已完成徹底檢討，執委會主席／集團總裁向董事會提請自動
個人降薪 30%一年，其他執委會委員降薪 10%半年，相關直接領導責任人公司將開除或作內部行政處罰。

6. 市場影響
由於火災所引致的供貨不足，導致部分小型代理商短暫性引進其他品牌的貨品，以補充貨源。但憑藉集團建立多年
的市場領導地位，隨著集團恢復供貨，代理商已逐漸恢復購入本集團產品，預計最遲於二零零八年的第二季度前市
場可完全性恢復。集團也會借此機會，採取優勝劣汰機制，整肅分銷商隊伍和發展新的有競爭力的分銷商。至於 OEM
業務，供貨短期內已完全恢復正常，故火災對 OEM客戶的影響有限。

7. 加強管理，降低管理成本
集團借用績效指標 (KPI)考核的不斷落實，會進行部門重組，減少部門工作職責交叉、重疊的問題，採取末位淘汰制分
流部分不稱職的管理人員。現場管理實施「 5S＋ 1」（ 5S：整理、整頓、清潔、清掃、素養；1：安全），即以安全第一，5S
作為基礎和保障。消除事故隱患，現場清楚、整潔，危險源一目了然，提升產品品質，降低成本。

為預防或減低發生火災的風險，集團積極執行各項措施包括 :

(1) 增加廠房消防設備的數量和加強巡迴檢查，發現問題及時修正，保持通道暢通和消防用水充足。

(2) 定期進行及在有需要時額外舉辦員工安全知識的教育和培訓，尤其新員工入職培訓更要加強。

(3) 每年最少大規模進行兩次或以上的安全消防演習，並將五月三十一日定為公司消防演練日，每年在消防演練日進行
安全大檢查和消防演習。

(4) 加強廠房管理並劃分安全責任分區，於各車間設安全檢查員，日常巡視，一旦發現隱患會及時消除。

(5) 加大新廠房的安全防火投資力度，各防火分區設置合理並確保設施齊備。

展望及前景
董事相信，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的不斷發展，3C產品的需求將會增加，這亦將導致用作有關裝置電源的電池組的需求上升。
本集團不單受惠於中國移動電話用戶的數量增長，亦同時因移動電話多媒體功能更為先進和耗電量增加的趨勢而得益。
預期在不久將來即將開通的中國 3G網絡亦會為本集團帶來無限的商機。為抓緊市場湧現的商機，本集團已制定發展策略，
務求進一步鞏固集團的市場佔有率和壯大業務規模。

就分銷網絡方面，集團原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內為約 2,000個主要的終端銷售點提供財政支持，藉此提升陳列專櫃形像，為
本集團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完成專區專櫃裝修的店面已有 800家左右，在提高品牌認知度上效果非
常明顯，下半年將按計劃為餘下約 1,200家終端銷售點進一步提升陳列專櫃形像。董事預計在下半年會控制分銷商增加數
目，原因在於集團關注的不是分銷商數目的多少，而在於分銷商質量的高低。集團現已在全國各大區建立辦事處，加強對
分銷商的管理和培訓，提升分銷商的業績能力。此外，集團繼續積極擴大其他具發展潛力的城市，透過增加市場覆蓋率以
加強及挽留優質分銷商，擴大產品分銷的覆蓋範圍。

產品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專注保持其自有品牌移動電話充電電池產品的市場領導地位，同時投入更多資源以把握中國其
他便攜式電子裝置需求增長的機遇，包括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和其他個人電子產品的充電電池，標準充電器以及基站
備用動力電池，以增加本集團收入並提升其市場競爭力。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份剛推出其自有品牌「 SCUD飛毛腿」筆
記本電腦電池作為測試，下半年將會根據市場需求情況考慮進一步開拓其分銷網絡。集團亦將密切關注最終客戶不斷轉
變的喜好和市場趨勢，並將及時推出供多種便攜式電子裝置使用的新系列充電電池產品，以向客戶提供更多產品選擇以
滿足其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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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研發方面，將進一步重點加大移動電話電池的研發投入，提升產品研發速度，儘快補齊非主流品牌移動電話電
池市場所需的品種。同時，力爭在新產品剛上市就開始研發，於最短時間內推出新產品上市。集團正著手開發統一標準的
移動電話電池充電器產品，於二零零七年內計劃推出兩款，其中一款已經通過測試，計劃今年九月份上市，另一款最遲於
今年底推出。基站用動力電池項目已進入到小批量試製階段。

生產方面，集團將增加生產班次和高檔產品的比例進一步提升恢復產能的進度，預計二零零七年底可完全恢復 100%的產
能。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已在工廠附近租用了一幢總樓面面積 2,000多平方米廠房用做倉庫，另外已與關聯企業福建飛
毛腿科技有限公司達成意向，優先租用該公司正在建設中的新廠房，該廠房計劃年底竣工，到二零零八年年初時，生產能
力將進一步提升 30%至 6千 500萬顆。

集團新廠房由於火災的警示，公司重新修訂了部分設計方案，增加了安全設施的投入，但生產廠房完成計劃、設計產能不
會改變，維持於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投產使用的計劃，投產後新廠房的年產能將增加至 1.2億顆。回顧期內，新廠房的資本
性支出約人民幣 2千 600萬元，主要用於設計和地面平整和打樁及材料。

集團今年在內部管理上實施了重要的舉措，首先，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份已全面開始推行主要績效指標 (KPI)考核；此外，各
公司內部管理人員實行定崗定編，壓縮管理開支，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現時，集團正在商討多個與本集團業務有很大互補性的收購合併方案，如能如期進行，將對集團的業務發展有非常大的
影響，包括了市場、毛利率、製造成本等方面均有良性的貢獻。

展望未來，隨著 3G移動電話年代的來臨，加上中國 3C產品電池市場的龐大商機，憑藉集團在中國移動電話電池行業擁有
的領導地位、遍布全國三十一個省份逾 35,000個銷售點，董事有信心透過本集團制定的發展策略，將能使飛毛腿集團在市
場中佔據有利位置，成為中國 3C產品電池最受歡迎的品牌，為股東帶來豐厚的回報。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行政開支約人民幣 36,600,000元，包括研究及開發開支約人民幣 8,600,000元，佔二零零七年六個月
的營業額約 1.6%或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增加 68.3%。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佔二零零七年六個月的營業額 6.7%，較二零零六年同
期增加約人民幣 15,600,000元。分銷成本約人民幣 17,700,000元，包括廣告宣傳開支人民幣 8,500,000元。分銷成本佔二零零七
年六個月的營業額 3.3%，而於二零零六年則為 1.7%。本期產生較高分銷成本乃由於本集團對其品牌產品擴大廣告覆蓋範
圍及透過加強分銷網絡進一步建立品牌所致。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錄得其他經營開支約人民幣 220,200,000元，主要指本集團的福州生產廠房發生火災產生的
非經常虧損。本集團大部分存貨遭銷毀，故本集團的生產嚴重受阻。該場火災導致的損失包括存貨損失約人民幣 201,500,000
元；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失約人民幣 10,500,000元及估計重建遭火災損毀的租用廠房費用約人民幣 8,300,000元。本集團已將
此事件報告其承保公司，惟有關保險主要保障火災中銷毀的存貨及產品，而非保障其後業務受阻或其他損失。截至中期
財務報告的報告日期，承保公司未能在調查完成前計算賠償金額。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反映的虧
損乃未計及承保公司可能作出的任何賠償，故倘承保公司可作出任何賠償，該損失金額將予調減。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擁有高度流通量之資產且並無債務負擔，故其財務狀況穩健。期內，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首次公
開招股所得款項為其業務撥支。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 466,200,000元（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11,0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未償還的重大短期及長期銀行借貸。本集團的總
債項對股本比率按計息貸款及其他借貸除以總股本人民幣 867,1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835,700,000
元）計算，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為 0.2%（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18.5%）。此外，本集團的有限制短期銀行存款為人民
幣 84,9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4,000,000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的 流 動 比 率 為 3.1倍（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3.3倍），乃 根 據 流 動 資 產 人 民
幣 989,2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61,100,000元）及流動負債人民幣 316,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319,700,000元）計算。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673,200,000元，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的餘額
人民幣 741,400,000元減少 9.2%或人民幣 68,200,000元。資產淨值上升人民幣 867,100,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餘額增加人民幣 31,400,000元或 3.8%。

匯率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其業務交易。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經歷任何重大困難
或對其業務造成不利影響。雖然本集團若干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貸款乃以美元、日圓及港元計值，惟其相對本集團資產
總值的比例為微不足道。董事認為，毋需對匯兌風險進行對沖。儘管如此，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在適當情況下
將採取審慎措施。

重大投資及收購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然而，本集團正積極探求不同商機，包括正式潛在業務
結盟、收購不同業務、技術平台或現有價值鏈以外的項目。

承擔
回顧期內，本集團承諾擴充其現有生產設施，以提高其生產量。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尚未償還的資本承擔
為人民幣 140,60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6,500,000元），主要有關擴充現有生產量及在福州興建新生產廠房。於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為本集團以外任何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亦無涉及任何需要為或然負債作出撥備的重
大法律訴訟。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約人民幣 3,100,000元的固定資產及約人民幣 84,900,000元的銀行存款質押，以作為本
集團一家附屬公司獲批出銀行信貸融資的抵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300,000元的廠房及機器以及人民
幣 124,000,000元的銀行存款）。

資本結構
回顧期內，本公司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時以每股 2.02港元之價格發行及配發 39,000,000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股份，總代價約
為 78,780,000港元。此外，由於轉換總本金額為 10,000,000美元的可換股票據，本公司發行 93,001,246股每股值 0.10港元的股份。
進行上述事項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增加 13,100,000港元（代表 132,001,246股普通股）至 99,500,000港元（代表 992,001,246股普
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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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自首次公開招股已籌集的所得款項總額為 60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分別動用 78,000,000
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78,200,000元）及 195,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95,600,000元）向飛毛腿（福建）電子有限公司及飛毛
腿（福建）電池有限公司注資。注入附屬公司的資金擬用於鞏固及擴充本集團於中國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宣傳「 SCUD
飛毛腿」品牌、於福州興建新廠房、提高生產能力及償還銀行貸款。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
幣 26,500,000元作興建新廠房、人民幣 37,700,000元為成立新生產線撥支、人民幣 10,000,000元作推廣及廣告宣傳及人民幣
55,000,000元作償還銀行借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於香港的商業銀行持作存款。

僱員、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 2,400名僱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00名）。本集團確保所有職級僱員
的薪酬均符合市場水平，而根據本集團的薪金、獎勵及花紅計劃，本集團會因應僱員的表現而回饋僱員。其他福利包括由
中國政府管理的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香港強制性公積金及根據個人表現釐定的年終花紅。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根據計劃授出及仍然發行在外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為 24,970,000股（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4,970,000股），佔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的 2.9%（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已授出及可能授出
予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的購股權所涉及的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數目，如佔本公司於授
出日期的股本總額超過 0.1%，或總值超過 5,000,000港元，則必須預先獲本公司股東以決議案（以按股數表決形式）批准。就
授出購股權須支付代價 1.0港元。

董事收購股份或可換股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及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可換股債券以獲取利益，亦無董事、彼等之配偶或
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之證券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謹此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2.0港仙，惟須待股東批准。一份載有股東大會通告及就批准此股息而暫停辦理過戶詳
情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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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於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
一切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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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守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守則載列之規定標
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和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須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人員審閱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中期業績。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董事會仝人對本集團提出之寶貴意見及指導致意，亦感謝每一位員工對本集團之付出及忠誠。最後，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盡忠職守的同事對本集團的不斷支持及切磋勵勉致以由衷感謝。同時，本人亦向各顧客、供應商及
中介代理商對本集團的肯定以及各投資者對本集團的信任致以萬分謝意。我們承諾將盡心盡力，達致本集團所定目標，
致令各股東受惠更多。我們深信，飛毛腿發展前景可觀，於未來數年勢必為投資者帶來豐碩回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方金

香港，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方金先生、林超先生、郭泉增先生、李會秋先生、何敏先生 **、邢詒春先生 ***、王敬忠
先生 ***及王建章先生 ***。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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