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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100,833 114,966

銷售成本 (90,212) (103,408)
  

毛利 10,621 11,558

其他收入 67 3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549) (3,174)

一般及行政開支 (7,095) (10,553)

其他收益及虧損 628 579

融資成本 (508) (381)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164 (1,629)

所得稅支出 4 (39) (231)
  

期間溢利（虧損） 125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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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5) 31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14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55) 326
  

期間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70 (1,534)
  

每股盈利（虧損） 5

　－基本（美仙） 0.014 (0.202)
  

　 －攤薄（美仙） 0.014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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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83 7,795
 開發成本 1,269 1,920
 商標 279 280
 可供出售投資 69 70
 存放於保險公司之存款 393 384
 租金按金 64 66

  

9,457 10,515
  

流動資產
 存貨 46,676 56,890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 47,651 45,977
 可收回稅項 8 2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97 2,0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66 12,636

  

106,698 117,76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 16,624 25,628
 應付稅項 1,371 1,329
 融資租賃承擔 8 3
 銀行貸款 24,115 27,402

  

42,118 54,362
  

流動資產淨值 64,580 63,399
  

74,037 73,9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844 11,844
 股份溢價及儲備 59,724 59,650

  

總權益 71,568 71,49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96 1
 銀行貸款 2,243 2,289
 遞延稅項 130 130

  

2,469 2,420
  

74,037 7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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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
溢價 盈餘賬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購股
權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44 27,063 2,954 3,251 63 (121) 555 28,955 74,564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312 – 14 – – 326

期間虧損 – – – – – – – (1,860) (1,860)
         

期間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 312 – 14 – (1,860) (1,534)

股份支付確認 – – – – – – 4 – 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844 27,063 2,954 3,563 63 (107) 559 27,095 73,03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44 27,063 2,954 3,644 63 (153) 391 25,688 71,494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 – – (55) – – – – (55)

期間溢利 – – – – – – – 125 125
         

期間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 – (55) – – – 125 70

股份支付確認 – – – – – – 4 – 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844 27,063 2,954 3,589 63 (153) 395 25,813 7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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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2,095 3,922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667) (2,236)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832) (9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404) 765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36 10,310

匯率變動影響 34 4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66 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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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外，該等資料
乃按過往成本法編撰。

編製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列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全面收益表乃
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保留以單一或兩個獨立但
連續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要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歸類成兩個
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 (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
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該等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稅前或扣除稅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
收益項目之選擇。修訂本已追溯應用，據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將予修訂以反映變動。除上述呈列方式之
變動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不會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全面收益總額造成任何影響。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外，於本中期期間採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 )，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之金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兩個營運部門－本集團品牌電腦部件（「本集團品牌產品」）之生產與銷售；及分銷
其他製造商之電腦零件（「其他品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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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收入及業績及其比較數據之分析如下︰

本集團品牌產品 其他品牌產品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對外銷售 59,100 66,831 41,733 48,135 100,833 114,966

      

業績
　分部業績 713 (1,031) 460 385 1,173 (646)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15 9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516) (611)

融資成本 (508) (381)
  

除稅前溢利（虧損） 164 (1,629)
  

3.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折舊及攤銷 1,797 2,0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200
  

4. 所得稅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3 3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 36 228
  

39 231
  

香港利得稅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16.5%（二零一一年：16.5%）之稅
率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當時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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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虧損）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平均市價，因此購股權於該期
間對普通股並無攤薄影響。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以計算以下之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25 (1,860)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20,984 920,984

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不適用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20,984 920,984
  

6.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1至180日之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
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14,825 20,757

31至 60日 8,677 5,455

61至 90日 4,240 2,891

90日以上 16,349 13,497
  

貿易應收款項 44,091 42,60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60 3,377
  

47,651 4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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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5,560 8,268

31至 60日 3,116 6,065

61至 90日 2,011 2,295

90日以上 326 2,846
  

貿易應付款項 11,013 19,474

預收按金、計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611 6,154
  

16,624 25,62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業務回顧

由於預期推出微軟Windows 8，首六個月的業務預期緩慢。個人電腦行業基本上處於觀望模式，
個人電腦業務各個層面偏軟。

本集團上半年的收入為 100,833,000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毛利為 10,621,000美元，下跌
8%。毛利率為 10.5%，較去年略為好轉。

成本及存貨控制於本期間內為本集團的兩大主題。透過重組歐洲及亞洲業務，及於其他地區刻意
削減成本的努力，本集團的總營運開支由13,727,000美元減少至10,644,000美元。於十二月底，存
貨水平較六個月前的 56,890,000美元下降至 46,676,000美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溢利為 125,000美元。手頭現金為約 10,266,000美元。

業務前景

本集團對未來六個月的業務持樂觀態度，因為本集團觀察到對顯卡業務及分銷業務需求於推出
Windows 8後回升。因此，本集團預期下半年會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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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Aviiq品牌的數碼移動配件產品繼續廣受歡迎。Aviiq正在建立一個穩固的市場地位
及優質品牌形象。由於蘋果、三星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市場有很多新產品正在研發中，本集團預
期此將為本集團其中一個利潤增長點。

本集團營運開支水平大幅降低，加上預期下半年的收入轉好，本集團對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的盈
利能力抱樂觀態度。

本人謹事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業務合作夥伴及股東的鼎力支持、松景團隊在這個具挑戰性時刻扭
轉業務的熱情及決心衷心致謝。

管理層論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包括短期貸款 24,115,000美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27,402,000美元）及長期貸款 2,243,000美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2,289,000美元）。總借
貸為 26,358,000美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29,691,000美元）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存放於保
險公司之存款或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銀行浮動或固定押記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為浮動或固定押記之已抵押銀行存款總額、存放於保險公司之
存款及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總額分別達 2,097,000美元、393,000美元及 36,790,000美元（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2,046,000美元、384,000美元及 41,528,000美元）。本集團之財務及現金狀況
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現金總額達 10,266,000美元（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約 12,636,000美元）。

資本架構

與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員工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243名僱員，較二零一二年六月之 304名僱員減少 20%，
僱員薪酬按市場慣例釐定，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障、保險計劃、退休福利計劃、酌情花紅及僱
員購股權計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4,4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約為 6,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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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 38%（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 44%）。

外匯風險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在支付進口零件及原料貨款時，及償還外幣貸款時需要使用外匯，主要
以美元、港元及加元計值。為方便清付進口貨款及償還外幣貸款，本集團以其出口收入來維持外
匯結餘，該等收入主要以美元及加元計值，而無擔保風險將會來自外幣應付款項及貸款超過其外
幣收入。年內，本集團已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將若干以外幣列值之貿易應付款項的匯率波動風險
減至最低。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此分部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 66,831,000美元減少
12%至 59,100,000美元，其溢利增加至 713,000美元，而去年同期虧損為 1,031,000港元。展望未
來，本集團將加快發展Aviiq的產品線，以繼續提高盈利能力。

其他品牌產品

同樣地，此分部的收入在同一時期由去年的 48,135,000美元下降 13%至 41,733,000美元。溢利由
385,000美元上升至 460,000美元。本集團將繼續拓展非個人電腦的產品，以迎合網上及大型連鎖
店的業務機會。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半年期間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惟
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4.2條有所偏離，其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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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須予分開，不得由同一人擔任。趙亨泰先生現同時
擔任本集團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職務。本公司認為，此架構有助維持穩固及一致之領導，並有效地
制定及實行本公司之策略。在董事會及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監察下，可設立平衡機制，藉以充分
及公平地代表股東之利益，而本公司認為沒有即時必要更改此項架構。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之董事）皆須最少每三年輪席告退一
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三分一之董事（主席或副主席、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除外）
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儘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載有此項規定，本公司擬讓不少於本
公司全體董事之三分一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以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智聰先
生、蘇漢章先生及黃志儉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佈之初稿，並已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
整個期間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聯交所買賣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亨泰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 執行董事為趙亨泰先生及趙亨展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趙亨達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李智聰先生、蘇漢章先生及黃志儉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