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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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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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收益表重點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1,173.1	 �,�3�.�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
  非現金項目前盈利
 －公司 5.8	 ��.0
 －市場推廣及分銷 29.9	 ��.�
 －產品設計及開發 13.7	 (�.� )   

 49.4	 5�.�   

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 (4.3	) (�.� )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7.0  36.�
 非控股權益 (0.3	) –   

 36.7	 36.�   

中期股息 15.7  �3.8   

財務狀況表重點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總值 1,130.7  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2.5  388.�
權益總額 457.3  38�.�
銀行債項 488.4  3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8.1  �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82.2  �0�.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及股本投資 170.3  �56.6   

債項淨額 318.1  ���.5   

債項淨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70%  30%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09%  ���%
每股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及股本投資（港元） 0.33  0.33
每股權益總額（港元） 0.8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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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或「AV Concept」）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173,076	 �,�3�,6�6
銷售成本  (1,106,239	)	 (�,��5,8�� )    

毛利  66,837	 63,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4,100	 6,3�0
銷售及分銷費用  (17,976	) (��,�5� )
行政費用  (44,862	) (3�,�6� )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
 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  6,305	 3�,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衍生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7,178	) (�,88� )
重估投資所得收益  5,613	 –
其他開支  (1,093	) (�,506 )
分佔溢利及虧損：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  10,072	 –
 聯營公司  13,307	 (8�5 )    

經營業務溢利  45,125	 ��,6�3
融資成本 5 (7,562	) (�,5�� )    

除稅前溢利 6 37,563	 �0,0��
所得稅 � (814	) (3,8�� )    

期內溢利  36,749	 36,�6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7,063	 36,�65
 非控股權益  (314	) –    

	  36,749		 36,�65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7.3仙	 8.8仙    

攤薄 	 7.3仙		 8.8仙    

中期股息 8 15,70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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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6,749	 36,�65

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及期內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55	) 63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6,694	 36,80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7,008	 36,800
 非控股權益  (314	) –    

	  36,694		 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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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016		 68,��5
投資物業  22,988	 ��,6��
其他無形資產 �0 	 29,320		 �,56�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46,912		 3�,63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94,390		 6�,�8�
可供出售投資 �� 	 14,529		 �5,���
其他按金 	 17,050		 ��,050
商譽 �� 	 13,08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04,285		 ���,88�    

流動資產
應收可換股票據－貸款部分 	 –		 ��,5�6
存貨 �3 	 238,061		 �06,35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256,235		 �0�,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4,954		 �0,�30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6,817	 5,�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5 	 82,182		 �0�,8�3
定期存款 	 –		 ��,���
現金及銀行結存 	 88,140		 �3�,3�5    

流動資產總值 	 726,389		 6��,30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 �6 	 164,991		 ��,3��
附息銀行借款 	 487,524		 368,��6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224		 ���
應付稅項 	 9,853		 �,�5�
財務擔保責任 	 5,591		 5,5��    

流動負債總額 	 668,183		 �8�,�5�    

流動資產淨值 	 58,206		 �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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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2,491	 388,�35

非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8 –	 6,6�8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617	 ���
遞延稅項負債  4,565	 �3�    

非流動負債總額  5,182	 �,658    

資產淨值  457,309	 38�,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52,336  �6,636
儲備  385,450	 3�3,50�
擬派股息  15,701	 �0,�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53,487	 38�,0��
非控股權益  3,822	 –    

權益總額  457,309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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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適用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3�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重大會計政策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列賬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及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
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有關業務合併之會計政策出現下文詳述之
變動。除此等變動外，於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於二零一零年年報所應用者
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
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因而引致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表」的修改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起按未來適用法應用於本集團。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3號（經修訂）對集團有關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法構成重大變動。有關變動影響非控股
股東權益之估值、交易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或有代價之初步確認及其後之計量。此等變
動影響所確認之商譽數額、收購發生之期間所呈報之業績及未來呈報之業績。此外，經修
訂之準則改變分階段進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法。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
訂），集團原先於被收購實體持有之權益須按集團取得控制權日期之公平價值重新計量，所
導致之收益或虧損（如有）確認於收益表內，而在過往期間確認先前所持權益之任何綜合收
入亦重新分類至收益表內，猶如該等權益已直接出售。

3.	 分部資料

營運分部之呈報方式與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內部報告之方式一致。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
分配資源及評核各營運分部之表現。營運分部乃以管理層審閱之報告而決定。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元件之市場推廣及分銷，以及電子產品之設計、開發及銷售。



- � -

3.	 分部資料（續）

下表乃按主要業務分析之期內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貢獻：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業務分部劃分：
 市場推廣及分銷 1,117,050	 �,�0�,�5�  19,898	 �8,�85
 產品設計及開發 56,026	 30,5��  1,770	 (�,33� )       

 1,173,076	 �,�3�,6�6  21,668	 �6,85�
   

銀行利息收入     243	 ���
債務證券利息收入     391	 –
應收可換股票據利息收入     1,669		 �,038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70	 588
收取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3,287	 –
租金收入     58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6	 38�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0,072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307	 (8�5 )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
 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6,305	 3�,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衍生
 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7,177	) (�,88� )
重估投資公平價值所得收益     5,613	 –
未分配之開支    	 (11,228	) (�3,�6� )       

經營業務溢利     45,125	 ��,6�3

融資成本     (7,562	)	 (�,5�� )       

除稅前溢利   		 37,56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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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下表乃按地區分部分析之本集團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區分部劃分：
 香港 624,213		 �0�,6�0
 新加坡 500,559		 305,�86
 韓國 37,710		 �,5�8
 其他地區 10,594		 ��,���   

 1,173,076		 �,�3�,6�6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43	 ���
應收可換股票據利息收入 1,669	 �,038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70	 588
債務證券利息收入 391	 –
租金收入 589	 –
收取聯營公司之管理費收入 3,28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6	 38�
其他 7,535	 �,06�   

 14,10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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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按揭貸款之利息 7,546		 �,55�
融資租賃利息 16	 ��   

 7,562	 �,5��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及攤銷 4,294	 �,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16	 (38�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773	) �,36�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
率�6.5%（二零零九年：�6.5%）計算。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
國家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稅項支出 1,052	 3,8��
遞延 (238	) –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8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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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中期－每股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九年：3港仙） 15,701	 �3,�5�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已發行普通股3港仙
（二零零九年：3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9.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以及假設被視為行使或兌
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至普通股時按無償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本公司
 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7,063		 36,�65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本期間
 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506,135,144	 ���,5��,���
攤薄影響－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購股權 3,817,419	 –   

合計 509,952,56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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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無形資產

	 哥爾夫球會籍		 商標		 客戶關係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原值 �,3��  5�  –  �,�03
累計攤銷及減值 (838 ) (�0 ) –  (858 )       

賬面淨值 �,506  3�  –  �,5�5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按原值，
 扣除累計攤銷及減值 �,53�  36  –  �,56�
增加 �,�50  –  –  �,�50
收購附屬公司 –  –  ��,�0�  ��,�0�
期內撥備之攤銷 (�� ) (3 ) (�,886 ) (�,�06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6�  33  �5,8�3  ��,3�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原值 �,3��  5�  –  �,�03
增加 �,�50  –  –  �,�50
收購附屬公司 –  –  ��,�0�  ��,�0�
累計攤銷及減值 (830 ) (�6 ) (�,886 ) (�,��� )       

賬面淨值 3,�6�  33  �5,8�3  ��,3�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原值 �,3��  5�  –  �,�03
累計攤銷及減值 (83� ) (�� ) –  (8�8 )       

賬面淨值 �,5�3  ��  –  �,555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按原值，
 扣除累計攤銷及減值 �,5�3  ��  –  �,555
期內撥備之攤銷 (33 ) (6 ) –  (3� )
匯兌調整 5�  –  –  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53�  36  –  �,5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原值 �,�3�  5�  –  �,��0
累計攤銷及減值 (�00 ) (�3 ) –  (��3 )       

賬面淨值 �,53�  36  –  �,56�
       

哥爾夫球會籍

本集團之哥爾夫球會籍乃按個別基準以原值減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商標及客戶關係

商標及客戶關係乃按原值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五年以直線法攤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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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投資，按成本 14,529	 ��,8�5
減值撥備 –	 (3,��� )   

 14,529	 �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包括列作可供出售投資之非上
市股本投資，並無固定到期日或票面息率。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經參考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後之現值
對股本投資之賬面值進行檢討。有關股本投資乃按成本計量。

12.	 商譽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 13,08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3,080
 

就減值測試而言，商譽已分配至市場推廣及分銷業務之現金產生單位。有關現金產生單位
之可收回金額已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有關計算方式以管理層核准之財務預算為基礎作
現金流量預測，涵蓋年期為�0年。有關增長率乃根據相關行業增長預測及相關行業之平均
長期增長率計算。使用價值計算之主要假設為預計增長率，而此增長率乃按過往表現及管
理層預期之市場發展釐定。

商譽並未發現減值。管理層相信，任何假設出現任何合理可能變動，將不會導致上述現金
產生單位之賬面總值超逾上述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總額。

13.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製成品 238,061	 �06,355   

 238,061	 �0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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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視乎供應之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賬款通常須於發票發出30日內支
付，惟已建立長久業務關係之客戶之賬期則可延至60日。有關客戶特別指定及極為專門之
項目，在接納訂單及交付產品之前須預付訂金或開立信用證。每名客戶均設定信貸上限。
本集團致力對其未償還應收款項實施嚴格控制，並制定信貸管制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
由本集團之高級管理層及董事組成之信貸委員會已成立，以審閱及批核客戶大額信貸。鑑
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
險。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根據發票到期日並扣除撥備後，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89,565	 ��8,06�
�－ 30日 50,048	 53,6�3
3�－ 60日 7,888	 ���
超過60日 8,734	 �,��3   

 256,235	 �05,���
   

根據付款到期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6��
   

1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管理基金，於香港以外地區，按市值	 37,969	 5�,5��
上市股本投資，按市值
 香港 13,461	 �8,�6�
 其他地區 10,388	 8,�53
上市債務投資，於香港，按市值 20,364	 �0,��6   

 82,182	 �0�,8�3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所有上述投資乃分類為持作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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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

根據發票到期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91,321	 �3,368
�－ 30日 31,582	 �,835
3�－ 60日 2,117	 3�8
超過60日 8,559	 �,5�5   

 133,579	 80,��6

應計費用 31,412	 ��,��6   

 164,991	 ��,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費用乃不計息，一般於30至�0日結算。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
平價值相若。

17.	 購股權計劃

目前根據本公司之現有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容許授出而未行使之購股權最高數目，不得
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之30%。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該計
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為��,8�0,000份（二零零九年：��,500,000份購股權）。根據本公司
之現有資本架構，悉數行使餘下購股權將發行��,8�0,000股額外之本公司普通股以及增加股
本�,�8�,000港元及股份溢價�,88�,�00港元（未計發行開支）。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獲
批准日期，本公司根據該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為��,8�0,000份，佔該日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約�.5%。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金額為零港元（二零零九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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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利率掉期 –	 6,6�8
   

利率掉期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同。上述涉及衍生金融工具之交易乃與具良好信貸評級
之渣打銀行進行。

根據利率掉期，本集團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減0.�%支付利
息，同時根據首兩個合約年度之名義金額�00,000,000港元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每日
計算收取利息。於第三至第五個合約年度，當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低於或等於�%，本
集團根據名義金額按固定利率3.�8%支付利息，同時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每日計算收
取利息。倘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高於�%，本集團將按3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支付利
息。

由於利率掉期不符合對沖會計之標準，其於最初確認時被界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負債，而其公平價值之變動6,6�8,000港元於去年綜合收益表中扣除。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利率掉期獲部份提早終止至名義金額�00,000,000港元。

餘下名義金額�00,000,000港元亦於二零一零年九月獲提早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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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本集團進一步收購前聯營公司Signeo Design International Limited
（「SDI」）之�%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為�00,000港元，SDI其後成為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
SDI主要從事電子消費產品買賣。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本集團收購德泰電子有限公司（「德泰」）之全部股本權益，現金代
價為�8,000,000港元。德泰主要從事電子元件買賣。

透過該等交易購入之資產淨值及收購產生之商譽如下：

	 於合併前
	 被收購方		 公平價值		 於收購時確認
	 之賬面值		 調整		 之公平價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  8�
可供出售投資 8,5��  –  8,5��
存貨 8,�36  –  8,�3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3  –  ��,3�3
應收前股東款項 �,�66  –  �,�66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  –  3,��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8�8 ) –  (5�,8�8 )
有關客戶關係之無形資產 –  ��,��0  ��,��0
遞延稅項負債 –  (�,5�� ) (�,5�� )     

按公平價值列賬之可資識別
 資產淨值總額 3�3  �3,�38  �3,�6�

非控股權益     (�,�36 )
商譽     �3,080     

     3�,�05     

總代價以下列方式支付：
重估先前持有之投資     �,305
現金代價     �8,�00     

     3�,�05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8,�00 )
沖銷應收前股東款項     �,�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     

     (��,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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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注意到並謹請其股東注意，Accupix Co., Ltd（「Accupix」）
已與Tellord Co., Ltd（「Tellord」）（其股份於KOSDAQ上市）訂立合併協議，旨在對兩家公司
進行合併，而Tellord為存續實體。合併附帶條件，故可能會（惟亦可能不會）進行。倘進
行合併，於合併登記完成（Tellord公佈合併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後，
Accupix之股東將成為Tellord之股東（比例為每股單一Accupix股份獲發�.��568股新Tellord股
份）。本集團現時於8��,333股Accupix股份中擁有權益，佔Accupix已發行股本約��.66%。
本集團所持Accupix股份可予轉換之Tellord股份之價值將視乎合併完成後Tellord股份當時之
市值而定。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本集團進一步注意到，如Tellord發表之公開文件所述，Tellord
已建議在合併完成前藉著股份合併之方式實行削減股本，據此，於合併完成前之每四股
Tellord現有股份將合併為一股Tellord合併股份（「Tellord合併股份」）。於合併登記完成後，
Accupix之股東將成為Tellord之股東，比例為每股Accupix股份相當於�.��568股Tellord代價
股份。

按估計，於合併登記完成後，Tellord已發行股本總額約85%將由Accupix之現有股東擁有。
根據Tellord委聘之估值師所編製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之估值報告，Accupix之評定
價值約為���,000,000美元。

有關公佈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及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
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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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以下為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重點，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六個月之
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市場推廣及分銷 1,117.1		 �,�0�.�
 產品設計及開發 56.0		 30.5   

 1,173.1		 �,�3�.�   

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盈利
 公司 5.8		 ��.0
 市場推廣及分銷 29.9		 ��.�
 產品設計及開發 13.7		 (�.� )   

 49.4		 5�.�   

折舊、攤銷及非現金項目
 公司 (0.6	)	 (0.� )
 市場推廣及分銷 (2.2	)	 (�.� )
 產品設計及開發 (1.5	)	 (0.� )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衍生工具之
  公平價值虧損 –		 (�.� )   

 (4.3	)	 (�.� )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45.1		 ��.6

利息開支 (7.6	)	 (�.6 )   

除稅前溢利 37.5		 �0.0

稅項 (0.8	)	 (3.8 )   

期內溢利 36.7		 36.�   



- �� -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3,�00,000港元，於期內集
團錄得溢利36,�00,000港元。

集團於上年度分別成立兩家聯營公司，將部份業務分拆合拼，以得到更佳協同效益，為
集團帶來更多盈利。由於符合會計計算準則，該等業務的營業額於分拆後不能合拼報
表，致集團營業額較上年度同期輕微減少。唯集團扣除投資的損益，期內的主要營運收
入較去年上升。

營業收入的上升主要受惠於在二零一零年在日益改善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能夠把握中
國市場之殷切需求，積極尋找機會開拓新業務，以及成功控制成本。期內，集團成功吸
納不少新的客戶，令傳統半導體分銷業務營業額錄得良好的增長。而電子消費品方面之
業務亦於期內轉虧為盈。此外、本集團準確把握電子及電子相關產品市場需求，適時進
入擁有利潤空間及成長潛力的業務，當中包括用於顯示背光燈模組之三星電子LED分銷
業務及3D電視液晶顯示快門式眼鏡業務，為本集團帶來額外可觀的盈利，可見本集團眼
光獨到，把握正在高速增長的LED電視及3D電視市場的龐大需求，並利用自身強大的銷
售網絡，為股東爭取更豐厚的回報。

期內，集團及其七間附屬公司榮獲ISO �00�:�008品質管理認證，足見集團之業務及營運
方針受到國際認可。

電子零件分銷業務

本集團的電子零件分銷業務主要包括：半導體分銷、三星電子LED分銷、鋰離子電池分
銷及垂直式高亮度LED芯片的分銷業務。

本集團通過與包括三星電子、飛兆等全球首屈一指的電子零件製造商的長期合作關係，
於期內積極通過業內重組，成功開拓新客戶群，進一步加大在半導體分銷市場的佔有
率，縱使鋰離子電池分銷業務還在開發階層，期內投放了�,000,000港元的開發費，但
憑著半導體分銷及三星電子LED分銷業務的增長成績達到預期般理想，該分類的電子
零件分銷業務EBITDA（即除利息、稅項、折扣、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盈利）仍能達到
��,�00,000港元。

就擴充記憶體分銷業務而言，於去年設立的聯營公司同憶有限公司(United Benefits 
Limited)，其記憶體分銷業務對本集團錄得純利貢獻為�,�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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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電子LED分銷業務為集團另一主要收入來源。集團於二零零九年透過合營成立富萊
士有限公司(FLEX Technology Limited)，該公司主要從事應用於顯示背光燈模組之LED
的分銷業務，現成為三星LED在大中華首家及獨家分銷應用於顯示背光燈模組的LED之
分銷商，為三星供應製造電視及電腦屏幕的零件。由於市場對LED電視及手提電腦的需
求不斷增加，該合營公司發展迅速，於期內訂單數目不斷增加，並配合理想的銷售價
格，該業務為本集團帶來�0,�00,000港元的盈利。

集團早在二零零九年把握先機，與Boston-Power®, Inc.建立全球營銷夥伴關係，專注於中
國及韓國市場的環保鋰離子電池分銷。鑑於該業務仍在初步發展階段，期內集團在這方
面的業務開發費為�,000,000港元。然而，隨著綠色能源逐漸普及，預期全球鋰離子電池
需求將會持續增長，加上中國與韓國乃鋰離子電池市場當中佔最大份額的首三大國家，
集團有信心鋰離子電池分銷業務於未來會帶來可觀收入。

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收購Wavesquare Inc. （「Wavesquare」）之股本權益後，成功研發成
本較低的垂直式高亮度LED芯片，成為世界上僅有數家供應垂直式高亮度藍光LED芯片
的生產商之一。有別於一般水平式LED芯片，垂直式高亮度LED芯片亮度較光，供應亦
較為緊張。垂直式高亮度LED另一特點是不會產生污染物，符合環境科技之要求，在
未來綠色技術逐漸成為主流的趨勢下，高亮度LED的需求將不斷增加，而Wavesquare亦
於年初榮獲韓國政府頒發首屆國家綠色技術大獎之知識經濟部部長大獎，是LED行業
內唯一一間得獎公司，故集團對垂直式高亮度LED業務前景充滿信心，並進一步收購
Wavesquare之股份至持股量�6.�%。

電子產品業務

本集團一直經營的電子消費產品憑藉合理的定位於期轉虧為盈錄得EBITDA（即除利息、
稅項、折扣、攤銷及非現金項目前盈利）�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同期：虧損�,�00,000
港元)。電子消費品當中以iphone配套產品及耳機的銷售為最佳，因近年消費者對電子產
品的週邊配件要求日益提高，故集團將繼續留意市場需求，開拓具潛力的電子消費品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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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已增持Accupix Co., Ltd. （「Accupix」）股份至��.�%。Accupix作為一家3D液晶快門
式眼鏡技術之領先企業，在與LG-Electronics簽訂供應協定之外，還向包括三星電子和
兩個日本知名品牌提供有關技術。本集團對該項業務的前景感到樂觀，相信3D眼鏡業務
極具潛力，能為集團帶來持續穩定的收益。另外， Accupix與韓國上市的Tellord Co., Ltd.
（「Tellord」）訂立協議，將在各自雙方的股東大會通過後成為該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根
據估值師的評估，目前Accupix的估值約為���,000,000美元。於回顧期內，Accupix產量
不斷增加，為集團帶來盈利��,�00,000港元。

前景

隨著環球經濟的穩定，我們預計電子及電子相關產品的零售業務將維持穩步增長的態
勢。憑藉敏銳的市場觸覺、尖端的研發技術、以及完善的分銷網路，本集團相信在下半
個財政年度，我們將能夠進一步鞏固並增強在電子及電子相關產品市場的領導者地位。

垂直式高亮度LED於九月份已正式投產，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廣環保的策略以及節能
行業的高速發展，超高亮度LED晶片作為較傳統的發光裝置節省能源而且光度更大的產
品，將會有長遠的發展。我們預計LED晶片業務在下半個財政年度，將錄得可觀增長，
並產生規模效應，為本集團帶來貢獻。

此外、隨著日本與韓國主要電視生產商於二零一零年度推出3D立體電視，3D立體電視眼
鏡的需求將日漸增加，預計3D立體電視眼鏡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益。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斷擴充其分銷產品組合以回應市場需求，並以專門技術及知識
鞏固夥伴合作關係，務求為其業務發展帶來更大的優勢，並為股東帶來更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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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債項淨額狀況及相應資本負債比
率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債項 488.4	 3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8.1	 �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82.2	 �0�.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以及股本投資 170.3	 �56.6   

債項淨額 318.1	 ���.5   

權益總額 457.3	 38�.�   

債項淨額與權益總額比率 70%	 3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即現金及銀行結存以及定期存
款）為8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800,000港元），而本集團透過損益
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為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800,000港
元）。股本投資包括固定收入、股本及其他投資之平衡組合，而該等款額指本集團持有作
中期至長期業務發展之現金儲備，並將成為本集團資金之一部分。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債項淨額與權益總額比率為�0%（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0%），而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5�,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8�,�00,000
港元）。

目前，本集團之銀行債項主要以浮動利率計息，並以港元或美元計值。而本集團之業務
營運亦以該等貨幣為主，因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狀況仍然穩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金比率（參照流動資
產與流動負債比率而釐定）為�0�%（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 �3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資產 726.4		 6��.3
流動負債 (668.2	)	 (�8�.5 )   

流動資產淨值 58.2		 �38.8   

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 109%		 ���%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公佈，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已發行
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九年：3港仙），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或前後向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二）（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
獲取上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星期
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8號金鐘匯中心�6樓。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05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3
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乃根據員工之功績及員工於職位上之發展潛力而聘用及提供晉升
機會。薪酬組合乃參照員工之表現及市場當時之薪金水平而釐定。此外，本集團為合資
格僱員提供一項購股權計劃，獎勵各參與僱員之貢獻，報答他們努力不懈提升本集團利
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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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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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AV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蘇煜均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蘇煜均博士（主席）及蘇智安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Charles E. Chapman先
生及黃家傑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