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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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ECH PR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23）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佈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20,026 144,327
銷售成本 (153,848) (104,767)  

毛利 66,178 39,560
其他收益及收入 4 15,156 5,859
銷售及分銷成本 (28,767) (24,32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46,670) (50,559)
商譽減值虧損 9 (79,539) (96,043)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9 (107,701) (28,20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70,303) (71,380)
應收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虧損 (5,941) –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的
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2,209) –

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收益 – 12,846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虧損 – (34,780)
議價收購收益 13 61,996 –
財務成本 5(a) (1,397) (33,347)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17,153 13,303  



– 2 –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282,044) (267,072)
所得稅 6 43,819 24,826  

年內虧損 (238,225) (242,246)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2,208) (216,852)
非控股權益 (46,017) (25,394)  

(238,225) (242,246)  

每股虧損（人民幣分） （經重列）

－基本及攤薄 8 （2.99分） （3.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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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虧損 (238,225) (242,24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金責任之精算虧損 (155) –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3,382 94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224,998) (241,30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78,955) (215,903)
非控股權益 (46,043) (25,398)  

(224,998) (24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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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562 67,212
商譽 9 – 79,539
其他無形資產 321,018 487,657
其他金融資產 5,179 –
應收或然代價 3,669 –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366,641 349,488

765,069 983,896  

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30,789 –
存貨 30,396 18,723
貿易應收賬及應收票據 10 142,981 104,354
其他應收賬及預付款 112,468 105,712
有抵押銀行存款 487 23,935
銀行及手頭現金 128,579 33,351

445,700 286,07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及應付票據 11 25,658 22,307
其他應付賬及應計費用 76,606 25,440
銀行貸款 12 132 11,293
應付債券 – 66,368
融資租賃承擔 494 376
應付所得稅 21,153 12,913

124,043 138,697  

流動資產淨值 321,657 147,37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86,726 1,13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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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741 380
界定福利承擔 2,051 –
遞延稅項負債 78,222 121,277

81,014 121,657  

資產淨值 1,005,712 1,009,61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267 13,541
儲備 891,901 850,489  

906,168 864,030
非控股權益 99,544 145,587  

總權益 1,005,712 1,00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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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巿。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1號
新紀元廣場低座14樓1402室。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除下述者外，採納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及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過程中作出若干目前尚未清楚標準的細微、非緊急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二零一一年）－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修訂本允許將獨立於服務年期的供款確認為提供服務期間的服務成本扣減，而不
必將供款分配至服務期間。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並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主動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2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作出相關修訂後，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生效日期」。
該更新版本推遲╱取消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頒佈的投資者
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修訂本的生效日期。本集團
繼續獲批准提早採納該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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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上述標準及修訂對本集團現有標準的影響。截至目前，本集
團認為採納該等新公告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及收益

營業額指向客戶提供產品的發票淨額扣減退貨及撥備；節能項目的服務收入；轉播
收入；比賽日門票收入；贊助及廣告收入。年內於營業額確認的各主要收益項目的
金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產品及配件 176,724 138,820

節能項目的服務收入 9,617 5,507

轉播收入 19,002 –

比賽日門票收入 4,710 –

贊助及廣告收入 9,973 –  

220,026 144,327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按業務線（產品及服務）組織。如同向高級管理人員
內部呈報資料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方式，本集團從事三個呈報分部。

－ LED照明
－ 職業足球俱樂部
－ 物業分租服務

LED照明產品及配件製造及銷售分部與能源效益項目分部已一併歸類「LED照明」分
部。由於能源效益項目分部之呈報收益、呈報損益實際金額及資產總值並無超過數
量上限，故並無呈列獨立經營分部。

職業足球俱樂部分部為附註13所披露於年內新收購之全資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高級管理層變更其內部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之架構，進而改變呈報分部的組成。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相關資料已按本年度呈列方式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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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級管理層提供以便彼等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LED照明
職業足球
俱樂部

物業
分租服務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84,840 36,226 – 221,066
分部間收益 – (1,040) – (1,040)    

來自外界客戶的
呈報分部收益 184,840 35,186 – 220,026    

呈報分部業績 (300,965) 22,666 17,153 (261,146)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366 547 – 913
利息開支 (1,362) – – (1,3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855) (71) – (11,92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8,800) (1,503) – (70,303)
商譽減值虧損 (79,539) – – (79,539)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07,701) – – (107,7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撥備淨額 (11,703) – – (11,703)
壞賬撇銷 (4,591) – – (4,591)
應收或然代價公平值虧損 – (5,941) – (5,941)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的已變現
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343) – – (3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93) – – (3,793)
議價收購收益 – 61,996 – 61,996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 – 17,153 17,153    

呈報分部資產 671,765 139,098 366,641 1,177,504    

呈報分部負債 47,557 54,310 – 10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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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LED照明
職業足球
俱樂部

物業
分租服務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營業額 144,327 – – 144,327

分部間收益 – – – –    

來自外界客戶的
呈報分部收益 144,327 – – 144,327    

呈報分部業績 (228,664) – (28,967) (257,631)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24 – – 24

利息開支 (25,818) – (7,490) (33,3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923) – – (9,923)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71,380) – – (71,380)

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之
公平值收益 12,846 – – 12,846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之公平值虧損 – – (34,780) (34,780)

商譽減值虧損 (96,043) – – (96,043)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8,207) – – (28,20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減值撥備 (10,000) – – (10,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86) – – (986)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 – 13,303 13,303    

呈報分部資產 900,638 – 349,488 1,250,126    

呈報分部負債 122,160 – – 122,160    



– 10 –

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損益
呈報分部業績 (261,146) (257,631)

未分配利息開支 (35) (39)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77) (577)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260 –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的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淨額 (1,866) –

未分配企業行政開支 (18,480) (8,825)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282,044) (267,072)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 1,177,504 1,250,126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6,453 –

未分配總辦事處與公司資產 26,812 19,845  

綜合總資產 1,210,769 1,269,971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 101,867 122,160

應付所得稅 21,153 12,913

遞延稅項負債 78,222 121,277

未分配總辦事處與公司負債 3,815 4,004  

綜合總負債 205,057 26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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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按本集團交付產品及╱或向客戶提供服務所在地區劃分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以
及按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的本集團非流動資產（財務工具、遞延稅項資產及離職
福利資產除外）的詳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94,403 103,415 688,895 893,336

法國 40,618 – 11,274 –

香港（駐地） 60,320 14,401 32,433 35,651

西班牙 14,060 18,104 23,619 54,909

其他國家 10,625 8,407 – –    

220,026 144,327 756,221 983,896    

4. 其他收益及收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913 2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400 2,400

廢料銷售 4,489 2,947

其他流動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260 –

出售球員註冊權收益 4,725 –

其他 4,369 488  

15,156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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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187 114

債券利息 1,175 25,704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 – 7,490

融資租賃責任之財務費用 35 39  

財務成本總額 1,397 33,347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49,433 28,60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8,868 1,245  

總員工成本 58,301 29,847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本年度 974 7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398

－非審核服務 269 –

壞賬撇銷 4,591 –

已售存貨的成本 152,609 104,4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703 10,5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淨額 11,703 10,000

撇減存貨 1,239 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793 986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6,399 7,040

研發開支 709 664  

附註：

(i)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人民幣9,187,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9,240,000元）及折
舊人民幣5,047,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3,916,000元），即上文披露之員工成本以及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ii) 研發開支包括研發部產生之員工成本人民幣374,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375,000

元）及材料費人民幣269,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51,000元），已計入上文披露之員
工成本及已售存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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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的所得稅指：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524 2,891  

1,524 2,892

遞延稅項 (45,343) (27,718)  

所得稅 (43,819) (24,826)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
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年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假設香港利得稅撥備。

(iii) 本集團中國主要附屬公司使用國內稅率猶如該等附屬公司絕大部分業務均位於中
國。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為經認證高新技術企業，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有權享受15%的優惠稅率。除此之外，本集團
其他中國主要附屬公司的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二零一四年：25%）。

(iv) 由於估計年內概無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法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7. 股息

年內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亦無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一四
年：人民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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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經調整以反應年內生效之股份拆細。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
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亦經重列以反應年內的股份拆細。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92,208 216,852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重列）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6,417,680,127 5,870,319,023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相關股份具反攤薄作用，因此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認購本公司具潛
在攤薄作用的普通股。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商譽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372,627 372,627  

減值
於一月一日 293,088 197,045

確認之減值虧損 79,539 96,04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72,627 293,088  

賬面值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79,539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業務合併所產生之商譽與以下收購有關：(i)技佳國際工業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技佳集團」）、(ii)光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光聯集團」）、
(iii)君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君譽集團」）、(iv)帝洋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帝洋集團」）、(v)星璟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星璟集團」）以及 (vi)灝
域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灝域集團」），指彼等各自的勞動力、預計未來盈利
能力及與現有LED照明相關業務之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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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之減值測試

為進行減值測試，將商譽分配至從事LED照明產品及配件的製造及銷售以及能源效益項
目的上述附屬公司的六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由本公司董事基於使用價值計算方式並參考獨立專業合資
格估值師澋鋒評估有限公司（「澋鋒」）進行的專業估值所釐定。計算時使用經管理層批准
之五年期財政預算為基準的現金流量預測。五年期後現金流量使用固定增長率3%推斷。
該增長率根據相關行業增長預測，且並無超出現金產生單位經營之業務平均長期增長
率。下文載列的除稅前貼現率乃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式釐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除稅前貼現率 五年後增長率 除稅前貼現率 五年後增長率

技佳集團 21.16% 3% 22.54% 3%

光聯集團 21.09% 3% 27.74% 3%

君譽集團 20.01% 3% 22.24% 3%

帝洋集團 21.17% 3% 21.05% 3%

星璟集團 20.94% 3% 20.03% 3%

灝域集團 26.47% 3% 25.74% 3%

本公司董事認為，用於釐定分配至收益增長及預算毛利率之價值時所用基準乃管理層對
相關現金產生單位市場發展及未來表現之預期。所用貼現率反映與該等行業相關之現金
產生單位的特定風險。

根據上述減值評估，若干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低於相關資產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賬面淨值，因此，商譽減值虧損約人民幣79,539,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96,043,000元）和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07,701,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28,207,000

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損益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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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配至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商譽賬面值及相應年
內已確認減值虧損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年內
已確認

減值虧損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技佳集團 19,355 (19,355) –

光聯集團 44,290 (44,290) –

君譽集團 – – –

帝洋集團 15,894 (15,894) –

星璟集團及灝域集團 – – –   

79,539 (79,539) –   

上述減值虧損主要是由於LED照明產品售價降低導致盈利能力下跌（表現在各現金產生
單位的營業額及╱或毛利率下降）；加上未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將生產成本及其他經
營成本的增加轉嫁客戶所致。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技佳集團、光聯集團及帝洋集團於年內確認之商譽減值虧
損的可收回金額分別為人民幣228,100,000元、人民幣98,950,000元及人民幣67,128,000元。

10. 貿易應收賬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 151,648 98,441

減：呆賬撥備 (13,985) (4,153)  

137,663 94,288

應收票據 5,318 10,066  

142,981 104,354  

所有貿易應收賬及應收票據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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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貿易應收賬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或確認收益日期，倘較早）並扣
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35,858 29,133

31至90日 29,046 20,953

91至180日 20,085 13,167

181至365日 38,064 12,957

超過365日 19,928 28,144  

142,981 104,354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授出介乎90日至365日（二零一四年：90日至365日）之正常信貸期。本集
團將若干擁有穩健融資能力以及良好還款記錄及信譽之客戶的信貸期延長至180日。本
集團各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

11. 貿易應付賬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 24,810 22,307

應付票據 848 –  

25,658 22,307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貿易應付賬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或成本確認日期，倘較早）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12,268 5,641

31至90日 7,509 4,579

91至365日 4,691 7,836

超過365日 1,190 4,251  

25,658 22,307  

供應商授出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日至90日，由進行有關採購之月底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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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按港幣最優惠貸款利率減 2.25%的年
利率計息（二零一四年：港幣最優惠貸款利率減2%年利率），並須於報告期間結算日後一
年內償還。

本公司的企業擔保乃作為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抵押而訂立。

13. 收購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以現金代價 7,000,000歐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8,178,000元）完
成收購Football Club Sochaux-Montbéliard SA（「FCSM」）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本次收購已採用購
買法列賬。收購產生的議價收購收益金額為人民幣61,996,000元。FCSM從事發展及推廣職
業足球俱樂部。收購FCSM旨在進一步豐富本集團的業務分部及增加本集團LED品牌名
「LEDUS」在歐洲的曝光度及知名度。

完成收購當日FCSM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為：

人民幣千元

其他無形資產 6,932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4,853

存貨 596

貿易應收賬 8,159

其他應收賬及預付款 7,616

銀行及手頭現金 107,253

貿易應付賬 (9,036)

其他應付賬及應計費用 (27,037)

界定福利承擔 (1,782)

遞延稅項負債 (2,288) 

可識別淨資產總值 95,266

應收或然代價（附註 (a)） 14,908

議價收購收益 (61,996) 

代價 4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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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根據收購協議（「收購協議」），倘FCSM達成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收購協議所載雙方同意的條件，代價可獲得最高1,500,000歐
元（相當於人民幣10,324,000元）的價格減免（「價格減免」）。於收購當日，價格減免的
公平值總額由澋鋒進行的專業估值並參考12.18%至12.19%的折現率釐定為2,166,000

歐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4,908,000元），因此導致於收購當日產生相同金額的應收或然
代價。

(b)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相關成本人民幣10,205,000元（不包括
已付代價）已確認為行政開支。

(c) 收購附屬公司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59,075,000元，即已付現金代價人民幣48,178,000

元減所得銀行存款及銀行及手頭現金人民幣107,253,000元。

(d) 自收購以來，FSCM已為本集團收益及溢利分別貢獻人民幣 35,186,000元及人民幣
23,706,000元。假設收購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發生，則本集團收益及損益將分別為
人民幣304,320,000元及人民幣234,741,000元。該備考資料僅供說明。假設收購於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完成，該備考資料並非本集團實際可達成的收益及經營業績之必
要表明，亦不擬作未來表現之預測。

(e) 議價收購收益單獨計入本集團綜合損益表。為吸引本集團收購FCSM及持續經營該
歷史悠久的足球俱樂部，收購代價基於折現價釐定，導致產生議價收購收益。

其他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刊發的公佈
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刊發的通函。

14. 或然負債

(a) 有關足球運動員轉會

根據若干就球員轉會而與轉出足球俱樂部及經理人的合約條款，若符合若干特定
表現條件（或會因未來事件而更改），則FCSM須向轉出俱樂部及經理人支付超出球
員註冊成本的或然金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吸納足球運動員的或
然金額為約人民幣5,801,000元。

(b) 有關FCSM排名

根據與FCSM若干球員及管理人員訂立的僱佣合約條款，倘FCSM在法國聯賽中獲得
特定排名或獲資格參加若干法國聯賽，則FCSM須向該足球俱樂部的球員及管理人
員支付或然金額或績效分紅。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FCSM排名的或
然金額為約人民幣3,7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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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及回顧

LED照明分部

業務回顧

LED照明業務仍是本集團的重心。二零一五年，本集團LED照明業務再獲佳績，
營業額增加約28.1%至約人民幣184,800,000元。LED照明業務競爭依然激烈，LED
照明產品及配件售價面對壓力。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過往年度努
力獲取新客戶所致。

隨著更多能源效益項目的完成，能源效益項目產生的服務收入增加約 74.5%至
約人民幣 9,600,000元。本集團設法為其中一個項目自行提供維護服務，使項目
收入最大化。所有項目合約為期16年，將為本集團貢獻穩定收入及現金流。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參加香港及其他國家（例如德國及泰國）的多個照明展會。
本集團可透過該等展會於該等國家推廣品牌、產品、能源效益項目並增加曝光
度。此外，本集團亦贊助若干當地社區活動，旨在提高公眾節能意識及提高品
牌「LEDUS」的知名度。本公司兩度榮獲香港「商界展關懷」稱號。

業務展望

由於LED照明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客戶認可LED照明產品的優勢及LED照明產
品得以普及，替換燈泡於未來幾年仍有市場。本集團將繼續開發海外市場，爭
取更多市場份額及多元化的群眾基礎。歐洲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市場，其客戶願
意購買更優質的LED照明產品。美國等新興市場及電費較高的國家亦是我們的
主要目標。

隨著本集團順利完成西班牙的項目，西班牙更多市政府與我們共同尋求合作
機會。本集團將致力推進與法國等歐洲其他國家的業務合作。本集團將尋求機
會向私營企業推廣能源效益項目。

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用於產品及技術開發，特別是為非住宅客戶開發LED照
明設備。本集團亦將開發LED組件技術，將 IC能源供應芯片用於LED照明設備。

由於照明市場競爭激烈而我們無法將增加的大部分成本轉嫁予客戶，我們將
盡量採取成本控制措施。有效的成本控制系統可增強我們的競爭力，亦能降低
我們的生產成本。本集團明白未來會面對不同挑戰及經濟不確定狀況，我們會
一如既往審慎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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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足球俱樂部分部

業務回顧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完成收購法乙聯賽足球俱樂部Football Club Sochaux-
Montbéliard（「FCSM」）。完成后，本公司召開新聞發佈會向法國大眾傳媒宣佈及
介紹本公司及本公司擁有的LED品牌（「LEDUS」）。超過 30家電視、電台、報紙、
雜誌及網站公司出席該新聞發佈會。發佈會期間，本公司向公眾、支持者及贊
助商展示前面印有「LEDUS」標誌的俱樂部新運動衫。該收購引起法國足球領域
乃至社會的公眾關注，因本公司是首家在法國擁有足球俱樂部的香港公司。目
前，「LEDUS」標誌在FCSM的主場體育館Bonal Stadium的最顯眼區域展示。帶有
「LEDUS」標誌的推廣材料及紀念品於FCSM商鋪有售。於比賽日，透過電視轉
播、報紙或雜誌可看到「LEDUS」標誌。透過法國平台FCSM，「LEDUS」的知名度
提升，為「LEDUS」 LED照明產品帶來協同效應，有助本集團於法國照明市場推
廣「LEDUS」品牌LED照明產品。

法乙聯賽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六年賽季於二零一五年八月開始，FCSM目前排
名第十八名，比賽仍在進行。FCSM在法國杯中有良好表現且已擊敗摩納哥（法
甲聯賽中排名第二）等幾支法甲球隊，晉級半決賽。FCSM的大部分球員是法國
人，若干球員則來自歐洲其他國家。FCSM經營一間青少年足球學院，訓練七歲
至十九歲的青少年球員。有潛力的青少年球員將晉升至小組且未來或會成為
隊里的重要球員。

業務展望

俱樂部乃「LEDUS」進入法國LED照明市場的平台，本集團將透過該俱樂部與地
方政府及法國私營企業建立聯繫以尋求業務機會，將能源效益項目連同西班
牙的成功案例引進法國地方政府。

再次晉級法甲一直是我們對FCSM的目標。FCSM多名青少年球員有潛力於未來
成為足球明星。本賽季有七場比賽，俱樂部將爭取留在法乙。本集團已開展二
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賽季的準備工作，正在物色目標球員。此外，本集團將
利用青少年學校作為基地，安排中國其他青少年球隊參觀或遊學，有助於提高
FCSM及其青少年學校於中國的知名度，亦能擴展俱樂部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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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物業分租服務分部

業務回顧

由於經濟增長放緩、貨幣政策緊縮及政府控制物業價格的政策令物業市場受
到影響且物業價格失去增長動力，中國物業市場經歷平靜時期。由於本集團用
於物業分租業務的物業位於中國上海黃金地段，因此租金水平並無受到低迷
的物業市場氛圍影響，為本集團貢獻穩定收入。

業務展望

本集團預期中國政府並無打算大幅貶值貨幣促進貿易活動，且將運用廣泛的
資源打擊投機活動。另外，中央政府預期二零一六年經濟增長約為6.5%，市場
信心正逐步恢復。二零一六年初，物業市場（尤其是一線城市的物業市場）似有
上升。我們相信該變化有助於上海黃金地段的租金水平穩定增長。為維持房產
於租賃市場的競爭力，本集團將加強物業設施及服務，吸引有聲望的租戶繼續
租用物業。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220,000,000
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144,300,000元），增加約52.5%。

本集團的營業額分類列於下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產品及配件 176,724 80.3 138,820 96.2
節能項目的服務收入 9,617 4.4 5,507 3.8
轉播收入 19,002 8.6 – –
比賽日門票收入 4,710 2.1 – –
贊助及廣告收入 9,973 4.6 – –    

總計 220,026 100.0 144,3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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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 (i) LED照明分部貢獻的營業額增加；及 (ii)於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新收購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分部所致。來自職業足球俱樂
部分部的營業額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營業額約
16.0%。LED照明分部的營業額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44,300,000元增加約28.1%
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84,800,000元。LED照明分部中，銷售LED照明產品及配
件的營業額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38,800,000元增加約26.2%至二零一五年約人
民幣175,200,000元。能源效益項目的服務收入亦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5,500,000
元增加約74.5%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9,600,000元，是由於二零一五年完成安裝
西班牙能源效益項目第三期及第四期所致。

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率（不包括服務收入）約為13.0%（二零一四年：約24.5%），毛利率下降
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四年在海外市場銷售LED照明產品的單筆交易毛利率較高
而二零一五年回歸平均市場利潤率所致。

年度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約為人
民幣282,0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67,100,000元），增加約5.6%。除所得稅
前綜合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下列因素所致：

(i)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50,6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96,100,000元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46,700,000元；

(ii)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28,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79,500,000元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07,700,000元；

(iii) 二零一五年錄得應收或然代價公平值虧損約人民幣5,900,000元；及

(iv) 二零一五年錄得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的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約人民幣
2,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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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導致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增加的該等因素被下列因素抵銷：

(v) 商譽減值虧損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96,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16,500,000
元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 79,500,000元；

(vi) 債券及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虧損淨額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22,000,000元減
少約人民幣 22,000,000元至二零一五年人民幣零元；

(vii) 確認二零一五年收購FCSM產生的議價收購收益約人民幣62,000,000元；及

(viii) 財務成本（包括債券及可換股債券的估算利息）自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33,3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31,900,000元至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400,000元。

以上 (ii)至 (vii)項所有因素和 (viii)項所述債券及可換股債券的估算利息均為非現
金或非經常性項目。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完成收
購全資附屬公司FCSM所致。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營業額及╱
或毛利率較二零一四年下降，故本集團二零一五年的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減
值虧損分別約為人民幣79,5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96,000,000元）及約人
民幣107,7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8,200,000元）。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 (i) 
LED照明產品及配件行業競爭尤其激烈導致LED照明產品售價下跌；(ii)勞工成
本及水電成本等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及 (iii)上升的生產及經營成本未能轉嫁予
客戶。

此外，管理層預期，由於大多數LED照明製造商有意降低產品售價以增加本身
的市場份額，因此LED照明產品的售價會繼續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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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1,400,000
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3,300,000元），減少約95.8%，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四年
所發行可換股債券並無估算利息開支及二零一二年所發行債券的利息開支下
降所致。

地區資料

營業額主要源自中國的LED照明產品及配件，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總營業額約 42.9%（二零一四年：約71.7%）。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445,700,000元（二
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86,100,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24,000,000元（二零一四
年：約人民幣138,7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
約為3.6（二零一四年：約2.1），有所改善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完成收購全資附
屬公司FCSM后流動資產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約為人民幣128,600,000
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33,400,000元），均為銀行及手頭現金。總銀行貸款約
為人民幣1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11,300,000元），以港元列值，均為短期
借貸並按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承
擔約為人民幣1,2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8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的應付債券連同應計利息約為人民幣66,400,000元，已於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悉數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減現金及現
金等值除以總權益計算）為零（二零一四年：約4.5）。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完成收購全資附屬公司FCSM后
資產增加所致。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元列值，而大部分以人民幣及歐
元列值，因而本集團可能面對外匯風險。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並無採納正式對
沖政策，亦無應用任何外幣對沖工具。然而，鑑於人民幣及歐元兌港元及美元
有所波動，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採用所有適用之金融工具對沖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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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吸納足球運動員應付予轉出俱樂部
及經理人的或然負債為約人民幣5,8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零元），及應
付FCSM球員及管理人員的績效分紅為約人民幣 3,7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
幣零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和其他非流動
資產之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2,900,000元）及有關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授權但未撥備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500,000元（二零一四
年：約人民幣23,900,000元）及其他流動金融資產約人民幣24,300,000元（二零一四
年：人民幣零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超過600名僱員（二零一四年：超過
500名），其中大部分駐於中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僱員
薪金總額約為人民幣 58,300,000元（二零一四年：約人民幣 29,800,000元）。本集團
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及獎勵。晉升、加薪幅度按及分紅表現相關基
準評核。員工亦可按個人表現獲授購股權。本集團鼓勵僱員不時參與培訓課程
或研討會以強化知識及技能。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除附註13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任
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年內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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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知悉概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任何時間並無妥善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本公司並無任何職銜為「行政總裁」之高級職員，故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
第A.2.1條。

李永生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度出任董事會主席，亦負責監督本集團整體運作。由
於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或討論以考慮影響本公司運作之重大事宜，故董事會
認為此架構無損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之權力均衡及權責。執行董事及
主管不同職能之高級管理層角色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相輔相成。董事會
相信，此架構有利於建立鞏固而連貫之領導，令本集團有效運作。

董事會明白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之重要性，並將繼續考慮遵守有關
規定之可行性。倘決定遵守有關規定，本公司將提名合適人選擔任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不同職位。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亦已就相關
僱員採用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五年度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此外，本公司知悉相關僱員並無任何違反標準守則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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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
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之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
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譚德華先生、吳偉雄先生及劉雲
翔先生。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審核委員會現時僅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審核委員會主席譚德華先生擁有專業會計資格及相關會計經驗。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及本公佈於提交董
事會審批前，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批准。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佈數字已獲本公
司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准，該等數字與本集團的年
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
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的核證委聘，故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年報之刊載

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之年報屆時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分別登載於聯交所網
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techprotd.com)。

承董事會命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李永生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永生先生、劉新生先生及招自康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譚德華先生、吳偉雄先生及劉雲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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