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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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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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3）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概要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約為28,358,000美元，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
21,859,000美元，增加約29.7%。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5,240,000美元，而截至2015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則約為3,357,000美元，增加約56.1%。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60美仙（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
基本盈利約為0.45美仙）。

• 董事會已決定於2017年3月23日向於2017年3月15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1.9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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珩灣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2015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4 28,358 21,859
銷售成本 (10,413) (9,166)

毛利 17,945 12,693
其他收入 5 104 6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97) (1,003)
行政開支 (3,412) (2,710)
研發開支 (4,990) (3,907)
上市開支 (1,252) (1,001)
財務成本 6 (23) (1)

稅前利潤 7 6,675 4,140
所得稅開支 8 (1,435) (783)

年內利潤 5,240 3,357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3 58

5,253 3,41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5,240 3,3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253 3,415

每股盈利（美仙） 10
基本 0.6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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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4 556
無形資產 383 277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的按金 106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83 833

流動資產
存貨 6,678 4,1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315 3,857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 45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193 6,062

流動資產總值 31,315 14,51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884 1,045
應付董事款項 — 1,79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15
遞延收入 3,551 2,852
稅項負債 1,589 516
銀行借款 318 1,238

流動負債總額 7,342 7,460

流動資產淨值 23,973 7,0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156 7,88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 40
遞延收入 854 736

非流動負債總額 910 776

資產淨值 24,246 7,11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288 —
股份溢價及儲備 22,958 7,1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246 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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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匯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2015年1月1日 — — 98 6 — 6,492 6,59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58 — — 58

年內利潤 — — — — — 3,357 3,357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58 — 3,357 3,415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 — — — (2,800) (2,800)

發行新股 — — — — — — —

視作向股東分派 — — (98) — — — (98)

於2015年12月31日 — — — 64 — 7,049 7,11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3 — — 13

年內利潤 — — — — — 5,240 5,240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3 — 5,240 5,253

資本化發行（見附註13d） 966 (966) — — — — —

全球發售後發行股份（見附註13e） 322 15,789 — — — — 16,111

股份發行應佔交易成本 — (1,410) — — — — (1,410)

確認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407 — 407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見附註9） — — — — — (3,228) (3,228)

於2016年12月31日 1,288 13,413 — 77 407 9,061 2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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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運業務 6,675 4,140
稅前利潤
調整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153 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2 254
存貨撥備 20 36
利息開支 23 1
呆賬撥備 39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32 —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開支 407 —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7,641 4,509
存貨增加 (2,560) (52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497) (529)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減少）增加 (474) 7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839 (939)
遞延收入增加 817 1,209

經營所得現金 4,766 3,797
已付所得稅 (346) (77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420 3,020

投資活動
添置無形資產 (240) (26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62) (215)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的按金 (106) —
存放已抵押銀行存款 (129) —
代表關聯公司償還借款 — (516)
向關聯公司作出墊款 — (39)
收取向關聯公司作出的墊款 — 11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37) (916)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3,228) (2,800)
已付利息 (23) (1)
新籌集的銀行貸款 318 1,238
償還銀行借款 (1,238) —
償還董事墊款 (1,794) (362)
董事墊款 — 2,155
償還關聯公司墊款 — (45)
關聯公司墊款 918 17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16,111 —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1,410)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65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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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3,137 2,306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62 3,696

匯率變動的影響 (6) 60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19,193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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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審核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5年5月5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且其股份於2016年7月13日（「上市日期」）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荔枝角瓊林
街93號龍翔工業大廈5樓B室。本公司直接及最終控股方為陳永康先生（「陳先生」）。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軟件定義廣域網（「SD-WAN」）路由器的設計、開發及市場
推廣以及提供軟件許可及保修與支援服務。

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美元亦為本公司功能貨幣。

2. 重組及編製基準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上市」），本集團進行了集團重組（「集團重組」），包括將本公司置於Protean 

Holdings Limited（「Protean Holdings」）（本集團於集團重組前附屬公司的當時控股公司）及其股東之中。Protean 

Holdings的唯一股東為陳先生。有關集團重組的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於2016年6月30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附錄四中「重組」一段。

集團重組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持續經營實體，本集團已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猶如本公司於報告期一直為Protean 

Holdings及其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集團重組於 2016年 6月 15日完成，之後本公司即成為構成本集團的各公司（「合併後實體」）的控股公司。集團
重組前後，合併後實體與本公司的共同控制人均為陳先生。因此，合併後實體的收購依據合併會計原則計入
同一控制人下的業務合併。

本集團於年內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假定當前的集團架構於
年內或自其各自成立日期開始（以較短者為準）始終存在的情況下合併後實體的業績、權益變動及現金流量。

本集團已編製於 2015年12月3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呈列合併後實體的資產與負債，猶如當前的集團架構於
該等日期（包括其各自成立日期（倘適用））一直存在。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招股章程
附錄一所載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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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 號（修訂本）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方法的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2 年至 2014 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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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修訂本） 收購合資經營權益之入賬

於本年度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狀況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 SD-WAN路由器的設計、開發、市場推廣及銷售以及提供軟件許可及保修與支援服務。為進
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即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的資料側重
於所交付產品及所提供服務的類型。由於具有相似的經濟特徵，軟件許可及保修與支援服務合併為單一的呈
報分部。

具體而言，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SD-WAN路由器的銷售 — 銷售有線路由器，捆綁嵌入式軟件及固件
— 銷售無線路由器，捆綁嵌入式軟件及固件

軟件許可及保修與支援服務 — 包括於預計服務期間提供保修與支援服務以及單獨軟件許可銷售

可呈報及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附註 3中所述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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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前述可呈報及經營分部的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SD-WAN路由器的銷售
軟件許可及 

保修與支援
有線路由器 無線路由器 服務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對外銷售及分部收入 7,687 14,291 6,380 28,358

分部利潤 3,825 4,405 4,572 12,802

其他收入 104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97)

未分配的行政開支 (3,259)

上市開支 (1,252)

財務成本 (23)

稅前利潤 6,675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SD-WAN路由器的銷售
軟件許可及 

保修與支援
有線路由器 無線路由器 服務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對外銷售及分部收入 6,987 10,685 4,187 21,859

分部利潤 3,430 2,371 2,907 8,708

其他收入 6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03)

未分配的行政開支 (2,632)

上市開支 (1,001)

財務成本 (1)

稅前利潤 4,140

分部利潤指各分部所得利潤，但並無分配若干行政開支、其他收入、呆賬撥備、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市開支
及財務成本。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指標。

可呈報及經營分部資產與負債資料並未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供其審閱。因此，並無呈列對本集團匯報及經
營分部資產與負債的分析。



– 10 –

 主要產品及服務產生的收入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銷售SD-WAN路由器
— 有線 7,687 6,987
— 無線 14,291 10,685
保修與支援服務 5,189 3,905
軟件許可 1,191 282

合計 28,358 21,859

 主要客戶資料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A（附註） 6,759 4,479

附註：  截至 2016年及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各年，客戶 A為唯一一名佔銷售 SD-WAN路由器及軟件許可及
保修與支援服務總收入的比例達 10%以上的客戶。

5. 其他收入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零部件材料銷售 65 69

其他 39 —

104 69

6. 財務成本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借款利息 23 —

銀行透支利息 — 1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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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前利潤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通過扣除後得出稅前利潤：

董事酬金
— 費用 24 —

— 薪金及津貼 1,140 94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 10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60 —

其他非研發員工成本
— 薪金及津貼 825 65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9 41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31 —

研發員工成本（不包含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2,958 2,546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8 116
—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217 —

員工成本總額 5,532 4,313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顧問之付款開支 14 —

核數師薪酬 218 1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9,572 8,443

外匯虧損淨額 96 217

呆賬撥備 39 —

無形資產攤銷 153 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92 2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2 —

存貨撥備 20 36

8. 所得稅開支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418 793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 —

遞延稅項 16 (10)

年內所得稅開支 1,435 783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無須繳納該等司法管轄區的任何
所得稅。

於兩個年度內，本集團須按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有關司法管轄區
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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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稅項開支可按下表與稅前利潤對賬：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稅前利潤 6,675 4,140

按適用法定稅率 16.5%計算的稅項（2015年：16.5%） 1,101 683

免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5) (3)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307 165

尚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31 27

動用之前尚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 (89)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 —

年內所得稅開支 1,435 783

9. 股息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2016年本公司普通股東中期股息為每股1.73港仙 

（2015年：2015年中期股息）（附註） 2,230 2,800

2015年末期股息（附註） 998 —

3,228 2,800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董事釐定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93港仙，合共金額約
2,488,000美元。

附註：  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於集團重組之前向其當時股東分別派發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
2,800,000美元及末期股息998,000美元。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5,240 3,357

普通股數目
2016年 2015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7,486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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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計及根據集團重組（披露
於附註2）已發行股份及本公司於2016年7月13日按面值資本化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約749,999,998股普通股（載
於附註13），猶如其已於2015年1月1日生效。

由於兩年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其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扣除呆賬撥備）載列
如下。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2,272 1,587

31至 60日 1,030 572

61至 90日 494 434

超過90日 151 109

合計 3,947 2,702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2016年 2015年
千美元 千美元

30日以內 725 208

31至90日 — 15

725 223

貨物採購的平均信貸期為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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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5年5月5日（註冊成立日期）及2015年12月31日（附註a） 38,000,000 380,000

於2016年6月21日增加（附註b） 3,962,000,000 39,620,000

於2016年12月31日 4,000,000,000 4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5年5月5日（註冊成立日期）及2015年12月31日（附註a） 1 0.01

於2016年6月15日發行股份（附註c） 1 0.01

股份溢價賬資本化而發行股份（附註d） 749,999,998 7,499,999.98

全球發售後發行股份（附註e） 250,000,000 2,500,000.00

於2016年12月31日 1,000,000,000 10,000,000.00

千美元

按財務報表所示 1,288

附註：

(a) 於2015年5月5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

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2015年5月5日，一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認購人股份獲配發及發行予陳先生。

(b) 於2016年6月21日，透過增設3,962,000,000股普通股，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從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
份）增至40,000,000港元（分為4,000,000,000股股份）。

(c) 於2016年6月15日，本公司以陳先生向本公司轉讓其於Protean Holdings的全部權益為代價向陳先生配發
及發行一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

(d) 根據唯一股東於2016年6月21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上市而進賬後，董事獲授權將
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之進賬款額7,499,999.98港元撥充資本，並將有關款項用於按面值繳足749,999,998股於
2016年7月13日配發及發行予陳先生的股份。

(e) 於2016年7月13日，本公司於完成全球發售後以每股0.50港元發行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年內發行的所有普通股於各方面與當時已有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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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收入主要來源於銷售SD-WAN路由器及軟件許可授權（包括
SpeedFusion及管理我們裝置的InControl雲端服務）及提供與我們產品相關的保修與支援服務。
收入指(i)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後售出貨品；及(ii)提供服務的發票淨額。

我們的產品╱服務主要包括以下類別：(i)SD-WAN路由器，又分為有線及無線產品；(ii)保修與
支援服務；及(iii)軟件許可。過去我們的大部分收入主要來自SD-WAN路由器的銷售，而由於
SD-WAN路由器的累積數量不斷增加且需要延長服務或保修，我們預期在未來幾年內授予軟件
許可及提供保修與支援服務業務將成為更重要的收入來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約為28,358,000美元，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約21,859,000美元增長約29.7%。

下表載列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產品╱服務類別劃分的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收入
佔總收入
的百分比 收入

佔總收入
的百分比

千美元 % 千美元 %

SD-WAN路由器：
有線 7,687 27.1 6,987 32.0
無線 14,291 50.4 10,685 48.9

保修與支援服務 5,189 18.3 3,905 17.8
軟件許可 1,191 4.2 282 1.3

合計 28,358 100.0 21,859 1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本集團所有產品及服務類別的收益全面增加，主要由於本集
團品牌全球意識增強及SD-WAN技術提升以及高性能互聯網連接的強大市場需求。

我們主要向北美洲的客戶銷售產品。我們預計在可見未來北美洲市場將繼續佔我們收入的大部
分。根據絕對銷售額，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於北美洲及亞洲的銷售持續增長。本年
度銷售至歐洲、中東及非洲（「EMEA」）的銷量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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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客戶位置劃分的絕對金額及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的收入
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收入
佔總收入
的百分比 收入

佔總收入
的百分比

千美元 % 千美元 %

北美洲 13,851 48.8 9,179 42.0
EMEA 6,945 24.5 7,352 33.6
亞洲 5,752 20.3 4,669 21.4
其他 1,810 6.4 659 3.0

合計 28,358 100.0 21,859 100.0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毛利約17,945,000美元，毛利率約63.3%，而截至2015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約12,693,000美元及約58.1%，毛利率增加約5.2%。

下表載列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產品╱服務類型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千美元 % 千美元 %

SD-WAN路由器：
有線 5,189 67.5 4,687 67.1
無線 7,056 49.4 4,350 40.7
保修與支援服務 4,509 86.9 3,374 86.4
軟件許可 1,191 100.0 282 100.0

合計 17,945 63.3 12,693 58.1

毛利率增加約5.2%，主要由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銷售產品組合中利潤率較高的無線型
號（主要包括MAX HD系列）所得收入增加，以及來自高毛利率的訂購業務（包括保修與支援服
務及軟件許可）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指向合約製造商銷售零部件材料的收益淨額。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其他
收入約104,000美元，相對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69,000美元增長約50.7%。該增長乃主要
由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過往年度作出的開支超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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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的薪金及福利，推廣我們的產品所引致的廣告與
推廣開支及其他與我們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相關開支。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分別約 1,697,000美
元及 1,003,000美元，增加約 694,000美元或約 69.2%。此乃主要由於與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相比，(i)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的平均薪金及工資上升；及 (ii)加強產品推廣工作致使廣告及推廣及諮
詢費開支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指行政、財務及其他輔助員工的薪金及福利、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及無形資
產攤銷、租金開支以及其他辦公室開支。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分別約3,412,000美元及約
2,710,000美元，增加約702,000美元或約25.9%。此乃主要由於與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比，
(i)我們行政、財務及其他輔助員工的平均薪金、工資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增加；及(ii)添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註冊專利的增加以致折舊及攤銷開支增加。

研發開支

研發（「研發」）開支主要指工程、測試及輔助員工的薪金及福利，以及用於產品研發的產品測試
費、認證成本、加工、部件及零件。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研發開支分別約4,990,000美元及約
3,907,000美元，增加約1,083,000美元或約27.7%。此乃主要由於與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
比，(i)我們研發員工的平均薪金、工資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增加；及(ii)樣品開支增加。

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的為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主要
指應付董事及僱員的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自授出日期起在歸屬期內按直線基準
計提開支。

本公司購股權於2016年7月20日授出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權益結算及以股份為基礎
的付款開支約為422,000美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零美元）。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載
於本年度業績公告「購股權計劃」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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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主要指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銀行借款利息。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成本分別約23,000美元及1,000美
元，增加約22,000美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銀行借款利息相對較低是由於本集團的
銀行借款、純粹作供陳先生於其擁有實益權益的關聯公司使用而提取的按揭貸款所產生的財務
成本獲該等關聯公司悉數償付並與本集團於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承擔的財務成本對銷。
新銀行貸款於2015年12月籌借，為本集團的一般日常營運提供資金，其後已於2016年12月償還。

所得稅開支

我們以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的稅率撥備香港利得稅。所得稅開支增加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入及應課稅利潤增加相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5,240,000美元，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則約3,357,000美元，增加約56.1%。增加主要由於我們的品牌及
SD-WAN技術的全球知名度提升以及市場對高性能的互聯網連接的強烈需求促進收益增加所
致。以及銷售高毛利率的產品及服務也令毛利增加，部分被我們業務規模擴張產生的額外所得
稅開支及營運開支所抵銷。

前景

根據由我們委託的獨立市場研究員及顧問編製日期為2016年6月18日有關SD-WAN路由器市場的
行業報告，按收入價值計，2015年我們為全球第五大SD-WAN路由器供應商。此外，SD-WAN
路由器市場預計從2015年以約31.8%的複合年均增長率增長，到2020年將達約15.1億美元。我們
相信，有關市場於行業報告日期至本報告日期並無重大變化。有關行業報告之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於2016年6月30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行業概覽」一段。

下列為驅動我們產品需求的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我們向無線SD-WAN技術為其基礎設施的重要部分的許多專門領域（如公共安全、交通
及海事）銷售我們的產品。有關應用包括向巡邏車輛及移動指揮中心提供無線連接、列車視頻
監控以及向海運船隊提供高速連接。在無線SD-WAN技術出現之前，有關應用根本不可能實現
或從經濟角度考慮較為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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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我們的SpeedFusionTM技術（即我們的一種綁定多個廣域網連接的SD-WAN專利技術）。此
項專利技術通過使用多個有線及無線連接實現穩固的網絡連接，從而實現更大的傳輸量及網絡
可靠性。例如，以前在北美的鄉村社區不可能進行遠程醫學影像造影（如乳房造影），因為這一
應用需要傳輸大量影像數據。然而，如今裝有無線SD-WAN路由器的乳房造影儀具備足夠帶寬
令這一應用得以實現。此外，高清晰視頻監控亦可在數小時內在任何地方完成安裝，而無需幾
個星期。

最後，經濟環境促使公司重新思考其基礎設施及投資的效率。我們的SD-WAN產品及獲得專利
的SpeedFusionTM技術相對租用昂貴的專線鏈路而言提供了一個較好的選擇，此項應用只要合併
多個服務供應商的連接便可完成。對於擁有多分支網絡的中大型企業而言，該等成本降低因素
使我們的產品更具吸引力。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SD-WAN技術應用將在不同市場出現巨大潛力。日後將有越來越多的產品
及服務供應商要求將SD-WAN功能植入其產品或服務中。由於本集團善於提供突破性的互聯網
連接技術，我們將利用此優勢為新領域（例如廣播）提供穩固的流動性及向物聯網提供穩固連
接，並將推出新產品類別及更多雲端訂閱服務。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16年12月31日，銀行借款約318,000美元（於2015年12月31日：約1,238,000美元）。於2015年12月
31日的銀行借款按香港最優惠貸款利率減2.50%的年利率計息並於一年內償還。有關銀行借款
以港元計值並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悉數償還。於2016年12月31日的銀行借款以美元計
值，按高於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年利率1.5%之浮動利率計息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被界定為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約1.3%（2015年：
約17.4%）。董事確認，本集團主要以其業務營運所得現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預期來年將繼
續如此。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並無遇到任何重大流動資金問題。

貿易應收款項及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有關貿易應收款項及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詳情，請分別參閱本年度業績公告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11及附註12。

外幣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買賣、收支以及大部分銀行結餘及現金以美元計值。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經營開
支主要以美元或與美元掛鈎的港元計值。就此而言，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量並無重大貨幣錯配
的情況，而本集團的營運亦無面對任何重大外幣兌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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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金政策

董事認為，僱員質素乃維持本集團業務增長及增強盈利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本集團參照個別僱
員的表現及工作經驗與當前市場水平釐定薪金待遇（包括工資、花紅及退休福利）。於2016年12
月31日，本集團有103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於年內之員工成本總額為約5,532,000美元（2015年：約
4,313,000美元）。本集團將繼續向其僱員提供定期培訓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本公司亦於2016年6月21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其中包括）確認僱員之貢獻。詳情已載於
本年度業績公告「購股權計劃」章節。

董事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經參考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供比較之市場數據決定。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所有香港合資格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僱員的供款為各
僱員有關收入的5%。每名僱員的最高強制性供款為每月1,500港元。強積金計劃的資產於獨立受
託人控制的基金中，與本集團的資產分開持有。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公積金所產
生的開支約150,000美元（2015年：約143,000美元）。

本集團馬來西亞附屬公司的僱員為馬來西亞政府所設立的國家退休福利計劃（僱員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僱員強積金計劃」））的成員。該附屬公司須將薪資成本的若干百分比作為僱員強積金
計劃供款。本集團與退休福利計劃有關的唯一責任為作出指定供款。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
度，僱員強積金計劃所產生計入損益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27,000美元（2015年：約24,000美元）。

所持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和重大投資計劃，惟下文「承擔」一段所披露者除
外。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的集團重組外，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我們並無任何於本年度業績公告須予披露之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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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2016年12月31日，收購已訂約但未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
支約為1,112,000美元（2015年：無）。

我們並無任何重大經營租賃承擔須披露於本年度業績公告。

資產抵押

於2015年12月，本集團就估計經營所需營運資金籌集的銀行貸款乃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並須於
一年內償還。該借款連同銀行所授融資由本公司擔保，且由陳先生提供的限額擔保約20.60百萬
港元（相當於約2.66百萬美元）作抵押。該有限擔保已於上市後解除。於2016年12月31日銀行授予
的融資亦由約129,000美元的抵押銀行存款擔保（2015年：無），而直至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該擔
保已解除並由兩項按揭物業所取代。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收取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用及估計開支後約為108.39百萬
港元（約13.98百萬美元）。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於本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
節中披露。於2016年12月31日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2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3.12百萬美元），
已作為短期存款存入香港持牌銀行。本公司擬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目的於未來幾年動用剩餘所得
款項淨額。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佔總金額 
百分比

所得 
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提升研發能力
擴充研發團隊 22% 3.12 0.06 3.06
升級研發設備 13% 1.74 0.04 1.70
建立研發中心 13% 1.75 0.10 1.65
推廣及營銷活動 15% 2.10 0.19 1.91
提升營銷能力 13% 1.87 0.01 1.86
提升品牌知名度 3% 0.48 0.01 0.47
安裝一套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1% 0.12 — 0.12
加強專利組合 10% 1.40 0.10 1.30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10% 1.40 0.35 1.05

100% 13.98 0.86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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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1.93港仙。預期中期股息將
於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向於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營業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
付。

就2016年第二次中期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暫停開放以釐定獲派2016年第二次中期股息人士的
資格。獲派2016年第二次中期股息資格的記錄日期為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為符合資格收取
2016年第二次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應股票須於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下午4時30
分前交往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22樓。股息款項的支票將於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寄出。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6年12月31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於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 
之本公司 

普通股數目

根據購股權 
計劃持有的 
本公司相關 
普通股數目

持股概約 
百分比

%

陳永康 實益擁有人 750,000,000 6,000,000 75.6
周傑懷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0.6
葉繼吉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0.6
莊明沛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0.6
楊瑜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0.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據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本公司
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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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i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或(iii)須根據《標準守則》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有關董事於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的權益詳情載列於下文「購股權計劃」。

認購股份或債權證的安排

除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中披露者外，自上市日期至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安
排，致使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
證券（包括債權證）而獲利。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獲本公司於2016年6月21日有條件採納，且於上市日期生效（「購股權計劃」）。

有關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股份數目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限（附註2）
於2106年

1月1日
年內授出
（附註3）年內行使

年內失效
╱註銷

於2016年 

12月31日

董事
陳永康先生（附註1）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6,000,000 — — 6,000,000

周傑懷先生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6,000,000 — — 6,000,000

葉繼吉先生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6,000,000 — — 6,000,000

莊明沛先生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6,000,000 — — 6,000,000

楊瑜先生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6,000,000 — — 6,000,000

本集團顧問總數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2,700,000 — — 2,700,000

本集團僱員總數 20/7/2016 0.483港元 20/7/2016–19/7/2021 — 46,000,000 — (700,000

（附註4）
) 45,300,000

授出總數： — 78,700,000 — (700,000) 78,000,000

附註：

1. 陳永康先生亦為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

2.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全部購股權須受以下歸屬期所限：25%購股權可於2017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19日行使，
25%購股權可於2018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19日行使，25%購股權可於2019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19日行使，及
25%購股權可於2020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19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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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的股份收市價為0.460港元。

4 由於相關購股權持有人辭職而不再為合資格人士，該等僱員持有之7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一段所披露者外，董
事並無獲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知會，按照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其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
部的條文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於競爭業務中的權益

於2016年12月31日，就董事所知，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聯繫人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
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資產抵押」一段所披露，於報告期末後，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約129,000美元已抵押銀行存
款已解除並於2017年2月由兩項按揭物業所取代。

除上述外，本公司或本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後及直至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並無進行任何其他
重大後續事項。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之優先
購買權條款。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並致力於維持高水
平的企業管治及透明度。自上市日期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
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年度業績，包括本集團採納
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與管理層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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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本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適時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ploverbay.com)。

致謝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股東及業務夥伴於過往年度對本集團的支持及鼓勵。本人亦
衷心感謝本集團董事及全體僱員的努力及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

承董事會命 
珩灣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陳永康

香港，2017年2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永康先生、周傑懷先生、葉繼吉先生、莊明沛先生及楊瑜
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健添博士、何志霖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