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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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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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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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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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150,219 182,112
銷售成本 (134,995) (164,458)

  

毛利 15,224 17,654
其他收入 11 4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35) (3,94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572) (10,826)
其他收益及虧損 1,058 (261)
融資成本 (524) (315)

  

除稅前溢利 3 962 2,355
稅項 4 (131) (513)

  

期間溢利 831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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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636 549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179) －

  

457 549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288 2,391
  

每股盈利（美仙） 5
　－基本 0.090 0.198

  

　 －攤薄 0.090 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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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66 9,015
開發成本 911 1,050
商標 108 110
可供出售投資 161 342
遞延稅項 258 251

  

9,404 10,768
  

流動資產
存貨 76,657 73,644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6 60,924  53,852
可收回稅項 292 56
已抵押銀行存款 4,129 4,1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243 10,919

  

152,245 142,59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 41,430 32,856
應付票據 286 －
應付稅項 1,416 1,602
融資租賃承擔  2 3
銀行貸款 37,616 37,983

  

80,750 72,444
  

流動資產淨值 71,495 70,152
  

80,899 80,9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844 11,934
股份溢價及儲備 68,917 68,849

  

總權益 80,761 80,78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9 7
遞延稅項 129 130

  

138 137
  

80,899 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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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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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經審核） 11,971 27,210 2,954 2,142 63 73 378 31,236 76,027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549 － － － － 549

期間溢利 － － － － － － － 1,842 1,842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549 － － － 1,842 2,391

股份支付確認 － － － － － － 62 － 62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未
經審核） 11,971 27,210 2,954 2,691 63 73 440 33,078 78,480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經審核） 11,934 27,159 2,954 2,785 63 119 478 35,291 80,783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636 － (179) － － 457

期間溢利 － － － － － － － 831 831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636 － (179) － 831 1,288

已行使購股權 25 55 － － － － (30) － 50

股份購回及註銷 (115) (152) － － － － － － (267)

已付股息 － － － － － － － (1,181) (1,181)

股份支付確認 － － － － － － 87 － 87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未
經審核） 11,844 27,062 2,954 3,421 63 (60) 535 34,941 8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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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1,801 (11,559)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715) (1,482)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815) 10,8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729) (2,160)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919 14,104

匯率變動影響 53 (9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43 1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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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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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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一零
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支付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香港－詮釋第 5號 財務報表之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
響。

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之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之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香港－詮釋第 5號」）
澄清借款人應將擁有賦予放款人無條件權利隨時要求還款條款（「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
負債。本集團已於本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詮釋第 5號。香港詮釋第 5號須追溯應用。

為符合香港－詮釋第 5號所載之規定，本集團已變更分類具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之會計政策。過往
有關定期貸款之分類乃根據載於貸款協議之議定預定還款日期釐定。根據香港－詮釋第 5號，具有可隨時要求還
款條款之定期貸款乃分類為流動負債。

因此，具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款、賬面總值為 2,000,000美元之銀行貸款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由非流動負
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總值為1,692,000美元之銀行貸款（須於報告期終日
後之一年後償還，但具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款）已分類為流動負債。應用香港－詮釋第 5號並無對當前及過往期
間所呈報損益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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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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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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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對外銷售 91,677 121,051 58,542 61,061 150,219 182,112

      

業績
　分部業績 1,834 2,823 401 529 2,235 3,352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5 6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755) (688)

融資成本 (524) (315)
  

除稅前溢利 962 2,355
  

3. 除稅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折舊及攤銷 2,201 2,3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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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3 108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 128 405
  

131 513
  

香港利得稅按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16.5%（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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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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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以計算以下之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831 1,842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21,021 930,935

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2,270 17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923,291 9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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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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24,827 23,292

31至 60日 9,566 9,238

61至 90日 3,883 4,211

90日以上 15,613 12,738
  

貿易應收款項 53,889 49,47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035 4,373
  

60,924 5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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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23,693 14,286

31至 60日 7,753 5,929

61至 90日 1,949 4,337

90日以上 1,852 2,556
  

貿易應付款項 35,247 27,108

預收按金、計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183 5,748
  

41,430 3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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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業務較去年同期發展放緩。總收入為 150,219,000美元，減少 18%。毛
利為 15,224,000美元，下跌 14%。毛利率增加 0.44%至 10.13%。純利為 831,000美元，而去年為
1,842,000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現金為 10,243,000美元。

總體而言，由於整體經濟狀況仍然不明朗，全球需求繼續放緩。因此，個人電腦部件升級步伐疲
弱，尤其是遊戲部門。

業務前景

本集團自去年底以來已推出 4個頂級XFX AMD 6800及 6900系列顯示卡。該等顯示卡為玩家提供
增強版第二代技術、Microsoft DirectX® 11性能架構之突破性性能、最美遊戲之優質畫面、以及
對飛行功耗進行動態調整之創新AMD PowerTune電源管理技術。該等顯示卡還在 3D娛樂方面採
用AMD的Eyefinity多屏顯示技術及HD3D技術。

本集團預計，該等顯示卡將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作出重大貢獻。

本集團亦開始實施眾多舉措。本集團創建了一個新部門－Avi iQ。其任務為設計及開發功能及風
格最優秀之移動生活方式配件。其第一個創新為世界上最薄的筆記本電腦臺，且在筆記本電腦配
件領域好評如潮。 AviiQ旨在增加移動電腦生活方式的生產力及樂趣。

本集團之分銷部已開始一項新業務（稱為逆向物流），以補充其現有供應鏈服務。此令其可以同樣
的方式為其客戶及供應商提供全面服務及支持。本集團期望透過該新舉措增加收入及溢利。

松景旨在透過該等眾多新舉措持續革新，並成為不斷進步及均衡發展之公司。

本集團對本年度剩餘時間持審慎態度，並正採取長期措施建立及增強本集團之業務。本集團將繼
續憑藉其於產品開發及業務發展之實力，培育新業務，同時專注於管理基礎，以確保本集團以穩
定而堅定的步伐邁入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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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包括短期貸款約 37,616,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約 37,983,000美元）。總借貸約為 35,30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35,368,000美
元）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或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銀行浮動押記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銀行存款總額及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浮動押記分別約
達 4,129,000美元及 51,612,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約 4,125,000美元及 35,770,000美
元）。本集團之財務及現金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現金總額約達
10,243,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10,919,000美元）。

資本架構

與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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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
公司。

員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345名僱員，較二零一零年六月之 362名僱員減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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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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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0美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約為 6,600,000美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 50%。（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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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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元及英鎊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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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於半年期間，此分部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 121,051,000美元減少 24%至 91,677,000美元，而其溢利
則由 2,823,000美元減至 1,834,000美元。XFX於去年底已推出 4個綜合第二代Microsoft DirectX® 

11性能架構之頂級6800及6900系列顯示卡。本集團預期，該等顯示卡將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作出
重大貢獻。

其他品牌產品

半年期間之收入從去年同期之 61,061,000美元下降 4%至 58,542,000美元，而其溢利從 529,000美
元減少至401,000美元。本集團之分銷部已開始一項新業務（稱為逆向物流），該業務以同樣方式為
其客戶及供應商提供全面服務及支持。本集團期望透過此項新業務增加收入及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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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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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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擬讓不少於全
體董事之三分一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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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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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回其本身之股份如下：

購回月份

每股面值
0.1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已付總代價

每股價格

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千美元

二零一零年七月 4,276,000 0.230 0.218 123
二零一零年八月 4,724,000 0.245 0.228 144

上述股份已於購回時予以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各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亨泰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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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