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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878） 

 
二零一零年全年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銷售額增長 37%至 84.7 百萬美元 

• 毛利上升 25% 至 25.6 百萬美元 

• 純利淨額為 1.0 百萬美元 

• 每股基本盈利為 0.04 美仙（0.33 港仙） 

• 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 

•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訂單出貨比率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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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業績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業績連同上一年度同期的比較數字如

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銷售額 5 84,735 61,832
銷售成本  (59,160) (41,449)
毛利  25,575 20,383
研究及開發成本 7 (15,083) (14,259)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4,661) (3,266)
行政開支 7 (8,883) (8,509)
其他收入  56  131 
  (2,996) (5,520)
投資收入－ 淨額 6 4,734  6,847 
應佔聯營公司盈虧  (997) (1,858)
除稅前溢利/（虧損）  741  (531)
退還之所得稅 8 299 1,216
本年度溢利  1,040 685
應佔溢利：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40 684  
− 非控制性權益  — 1

  1,040 68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利： 9  

（以美仙，每股呈列）   
− 基本  0.04 0.03 
− 攤薄  0.04 0.03 

   
股息 10 — 3,166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本年度溢利  1,040 685
本年度其他全面收入：   

− 外幣換算差額  769 4
本年度全面收入總計  1,809 689
應佔收入：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09 688
− 非控制性權益  — 1

  1,809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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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商譽及無形資產  — —
預付經營租賃款  1,185 —
物業、機器及設備  8,518 6,621
於聯營公司的投資  990 4,49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506 2,346

  13,199 13,460
流動資產   

存貨  13,778 10,302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22,477 13,456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25,034 20,035
其他財務資產  1,278 2,713
已抵押的銀行存款  130 130
短期定期存款  27,219 45,318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1,102 44,798

  141,018 136,752
總資產  154,217 150,21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1,619 31,542
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  — 3,158
所持本身股份  (279) (858)
其他  103,621 101,989

總權益  134,961 135,831
負債   
非流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35 7
其他應付款 12 — 133
銀行貸款  686 708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 50

  771 898
流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12 6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7,161 12,391
銀行貸款  95 86
遞延收入  217 —
應繳稅項負債  1,000 1,000

  18,485 13,483
總負債  19,256 14,38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54,217 150,212
流動資產淨值  122,533 123,269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35,732 136,729

 

- 3 - 



綜合財務資料附註 
 

1. 一般資料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為無晶圓廠半導體公司，專門設計、開發、銷

售專有集成電路晶片（「IC」）及系統解決方案，能廣泛應用於各類流動電話、便攜式裝置、液晶體

電視、消費電子產品、工業用設備及環保能源應用如 LED 照明產品。 

本公司於二零零三年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22 號（一九六一年法律三，經綜合及修

訂）（「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册成立爲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册辦事處的地址

爲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其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總辦事處的地址爲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 3 號 6 樓。 

本公司自二零零四年四月八日起，一直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列明外，此等綜合財務資料以美元作呈列單位。本綜合財務資料已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四日

獲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2. 主要事項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十七日，集團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持有 20.6%權益的一家聯營公司

發行了 4,120,098 股新股予策略性投資者。因此，集團於該聯營公司持有之權益被攤薄至 10.3%。因

集團自發行股份起計不再對該聯營公司有任何重大影響，故集團不再以權益會計法將該公司入賬。而

集團於該聯營公司所剩餘的投資價值，則以重大影響力消失日之公平值重估並於綜合資產負債表轉為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十九日，本集團於中國大陸（「中國」）北京設立了一家附屬公司，名為晶門科技

（北京）有限公司（「晶門北京」），註冊資本 8.0 百萬美元。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已注入其中 4.2 百萬美元資金，餘下的註冊資本須於二零一二年三月或之前注入。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本集團訂立買賣協議以 5.5 百萬美元出售其一項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全

部權益，此作價高於結算日之賬面值（2.3 百萬美元）。交易已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完成，總

代價已在二零一一年一月三日全數收取。 

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八日，晶門北京成功以預付經營租賃價約 1.2 百萬美元投得中國北京一土地使用

權。於二零一零年十月已付 1.6 百萬人民幣（約 0.2 百萬美元），餘款因應所需繳付的經營租賃條款

已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付訖。 
 

3. 編製基準 

本公司綜合財務資料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資料乃根據歷史成本慣例編製，並按重估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

值的財務資產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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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綜合財務資料須採用若干關鍵會計估算，亦須管理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a) 於二零一零年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本集團已採納下列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年度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及對現

有準則之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修正） 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 － 合資格的對沖項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修訂） 業務合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正）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者的額外豁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修正） 集團現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易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 持有待售的非流動資產和終止經營（以及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的相應修改）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7 
向股東分派非現金資產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8 
來自客戶的資產轉移 

• 其他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公佈的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各項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修訂） － 業務合併 

此項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購買法，但有些重大更改。購買業務的所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

期的公平價值記錄，而分類為債務的或有付款其後須在損益表重新計量。個別收購基準有不同選

擇方案，可按公平價值或按非控制性權益應佔被購買方淨資產的比例，計量被收購方的非控制性

權益。此項修訂規定，如業務合併分階段進行，商譽應於收購當日釐定，而不是以前的階段釐

定。收購方應按取得控制權日期的公平價值，重新計量其之前在被收購方持有的權益，並在損益

表確認收益/虧損。所有收購相關成本必須支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此項修訂規定，如控制權沒有改變，與非控制性權益進行的所有交易的影響必須在權益中記錄

（「經濟主體模式」）。此等交易將不再導致商譽或盈虧。如失去對原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主體

的任何剩餘權益重新計量至公平價值，所得盈虧在損益表確認。 

除前述的之外，採納新香港財務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改變， 亦沒有對現有和前期的

業績及財務狀況編製和呈報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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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的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下列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對現有準則之詮釋已頒佈但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年

度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開始或之後的

年度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 （修訂） 關聯方披露 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正） 供股的分類 二零一零年二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比較披露，對首次採用者

的某些豁免 

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的修正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嚴重通脹及首次採納

者固定日子的廢除 

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的修正 披露 － 財務資產的轉移 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9 
以權益工具抵償財務負債 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 14 的修正 
最低資金需求的預付款 

 

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

•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零一零年五月公佈的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各項改進 
 
本集團已經開始對上列之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對現有準則之詮釋進行評估，目前尚未確定

該等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是否對經營業績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 
 
5. 分部資料 

於年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銷售專有 IC 及系統解決方案，能廣泛應用於各類流動電話、便

攜式裝置、液晶體電視、消費電子產品、工業用設備及環保能源應用如 LED 照明產品。 

本集團一直在單一業務經營，即設計、開發及銷售專有 IC 及系統解決方案。 

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層為集團行政總裁（董事總經理）領導下的執行董事和高級管理層。執行董事和

高級管理層檢討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管理方式區分已應用於經營分部報告。 

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銷售額分別為 84,735,000 美元及 61,832,000 
美元。 

本公司的所在地位於香港。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其業務。本集團之產品主要銷售予位於韓國、香

港、台灣及中國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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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額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韓國 31,761 7,909
香港 19,878 28,380
台灣 12,857 10,353
中國 8,782 9,601
日本 3,561 1,667
東南亞 1,814 1,769
美利堅合眾國（「美國」） 1,205 255
其他 4,877 1,898
 84,735 61,832

 
銷售額按客戶所在地區/國家分類。 

 
總資產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香港 127,701 130,686
中國 15,383 11,004
台灣 9,771 7,319
其他 1,362 1,203
 154,217 150,212

 
資產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分配。其他包括日本、東南亞及美國。 

 
資本開支 
 

 預付 
經營租賃款 

物業、機器 
及設備 

投資於 
聯營公司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香港 — — 538 725 — —
中國  1,185  —  2,311 198 — 690
台灣 — — — 23 — —
東南亞 — — 1,270 94 — —
其他 — — 24 — — —
 1,185 — 4,143 1,040 — 690

 
資本開支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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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資收入 － 淨額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收入：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收益 3,186 95
−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的收益 141 1,017
− 存款利息收入 1,167 2,104
− 股息收入 240 186
− 其他 73 48
−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未變現之盈虧：  
− 公平值收益 1,063 3,529
− 公平值虧損 (1,123) (117)

  
支出：  
− 融資租賃的利息部份 (1) (1)
− 銀行貸款的利息支出 (12) (14)

 4,734 6,847
 
7. 按性質分類的開支 

包括在銷售成本、研究及開發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和行政開支內的開支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售出存貨成本 59,090 41,68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 (14) (9)
核數師酬金 160 148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2,993 2,762
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8 3
土地及樓宇的經營租賃 1,307 1,182
僱員福利開支（除董事酬金外） 16,797 15,553
董事酬金 1,215 1,248
匯兌收益 (62)  (104)
應收款減值回撥 — (27)
過時或滯銷存貨撥備/（回撥） 181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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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香港及海外所得稅已分別根據稅率 16.5%（二零零九年：16.5%）和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的適用稅率

計算。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度及二零零九年度內因無估計應課稅溢利而毋須作香港所得稅撥備。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 — —
− 海外 2 —

以往年度估算所得稅的回撥 (301) (1,158)
遞延所得稅 — (58)
退還之所得稅 (299) (1,216)
 

本集團有關除稅前溢利/（虧損）的所得稅稅項與假設採用香港（本集團的主要營運地點）的稅率而計

算的理論稅額的差額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除稅前溢利/（虧損） 741 (531)
所得稅按 16.5%稅率計算 122 (88)
毋須課稅的收入 (831) (1,309)
不可作扣稅的開支 334 274
未確認所得稅稅項之虧損 377 1,065
以往年度估算所得稅的回撥 (301) (1,158)
退還之所得稅 (299) (1,216)

 

二零一零年香港所得稅稅率為 16.5%（二零零九年：16.5%）。 

因應稅項虧損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會就未來應課稅溢利很有可能變現時作出確認。本集團未確認因應

34,006,000 美元（二零零九年：31,722,000 美元）之稅項虧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5,611,000 美元 
（二零零九年：5,234,000 美元），作為抵銷未來的應課稅溢利。稅項虧損並無指定過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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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是根據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溢利 1,040,000 美元（二零零九年：

684,000 美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利是根據年內已發行普通股（不包括所持本身股份）加權平均數 2,442,244,818 股（二零

零九年：2,429,743,177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利乃按 2,454,078,716 股（二零零九年：2,457,281,028 股）普通股計算，而每股攤薄盈

利乃根據假設年內所有尚未行使購股權已作轉換（惟不包括未獲分配所持本身股份）的已發行經調整

加權平均普通股數計算。其計算乃根據附於未行使購股權的認購權利的貨幣價值以公平值（按年內本

公司的股份的市場平均價決定）來獲得的股數計算。根據上述方法所計算出的股數將會與假設行使購

股權所發行的股數相比較。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已發行加權平均普通股數 2,442,244,818 2,429,743,177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 根據股份獎勵計劃，已分配所持本身股份 6,935,562 16,330,699
− 購股權 4,898,336 11,207,152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利的加權平均普通股數 2,454,078,716 2,457,281,028
 
10. 股息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年內應佔末期股息：  
− 已派付二零零九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1 港元 （約 0.13 美仙） (i) 
— 3,166

年內應佔股息 — 3,166

(i) 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日舉行的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1 港元，總計 24,533,000 港元（約 3,166,000 美元）。股息已於二零一

零年六月十八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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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應收款 13,327 10,546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 —
應收款－淨額 13,327 10,546
訂金、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i) 9,150 2,910
 22,477 13,456

(i) 數字包括 5,532,000 美元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應收未收款。 
 

本集團一般按 30 日至 90 日的信貸期向公司客戶進行銷售。應收款以逾期日起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即期 10,876 8,166
1 日至 30 日 2,330 2,029
31 日至 60 日 120 222
61 日至 90 日 — 72
91 日至 180 日 — 27
181 日至 365 日 1 30
 2,451 2,380
 13,327 10,546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逾期之應收款為 2,451,000 美元（二零零九年：2,380,000 美元）。

如應收款到期日超於本集團所付予之信貸限期，將分類為逾期未收。該等逾期未收之款項並未作減

值，因大部分逾期未收之款項於結算日後已收訖。 
 

本集團之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的不同幣值之分配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美元（USD） 20,857 12,314
港元（HKD） 805 768
新加坡元（SGD） 122 98
其他幣值 693 276
 22,477 13,456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被減值之應收款和撥備。 
 

本集團之應收款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於一月一日 — 60
應收款減值回撥 — (27)
年內對無法收回的應收款註銷 — (3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
 

於報告日的最高信貸風險為以上提及的每一類應收款的賬面值。本集團並沒有持有任何附帶的抵押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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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應付款 11,835 9,283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

(i) 5,326 3,241
 17,161 12,524
其他應付款 － 非流動負債 —  (133)
 17,161 12,391

(i) 數字包括於中國北京投得土地使用權之應付預付經營租賃款餘額 6,222,000 人民幣（約 943,000
美元）。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款以逾期日起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即期 8,524 8,261
1 日至 30 日 3,201 947
31 日至 60 日 36 19
61 日至 90 日 34 8
超過 90 日 40 48
 11,835 9,283
 

本集團之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的不同幣值之分配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美元 
二零零九年

千美元

美元（USD） 13,126 10,290
港元（HKD） 1,820 1,530
人民幣（CNY） 1,550 424
其他幣值 665 280
 17,161 12,524

 
13. 比較數字 

若干在本集團綜合損益表有關本集團投資於金融工具及聯營公司的比較數字，包括「其他收入」、

「投資收入－ 淨額」及「應佔聯營公司盈虧」，已把去年同期的「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及

「其他經營開支」重新分類，以符合本年度的列報，從而更能公平地反映本集團的活動。此新分類並

無影響本集團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狀況、以及截至二零

零九年與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溢利/（虧損）或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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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財務回顧 
 
概覽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的銷售額為 84.7 百萬美元（二零零九年：61.8 百萬美

元），訂單出貨比率維持於 1.0（二零零九年：1.0）。電子產品的強勁需求帶動市場於二零一零年回升。

另一方面，由於二零零八至二零零九年信貸危機期間資本開支低及供應減少，導致整體半導體行業的晶圓

產能十分緊張。透過密切監察業務，集團得以應付增長的需求，收入較去年上升 37%。 
 
銷售及溢利 
本集團付運量較去年錄得 53%的增長，產品的混合平均售價較去年下跌 11%，使全年淨銷售額為 84.7 百

萬美元，較二零零九年的銷售額增長 37%。增長主要由於半導體產品需求回升，以及新開發產品取得新訂

單所致。惟增長仍受平均售價下跌及晶圓片供應緊張所限制。 

毛利較去年上升了 25%至 25.6 百萬美元（二零零九年：20.4 百萬美元）。集團毛利率為 30%，二零零九

年則為 33%。毛利上升是由於銷售收入增加所致。若撇除於二零零九年年報提及，價值 2.5 百萬美元在之

前年度已作撥備的滯銷存貨，於該年度之重大一次性出售，集團於二零一零年毛利率則維持於去年相若水

平。儘管生產成本因晶圓片供應緊張而增加，集團仍（1）加倍努力穩定晶圓片供應；（2）透過改善產品

良率提高其生產率；（3）盡用其自有之生產設備；及（4）加強銷售毛利率相對較高之產品的比重，以維

持穩定的邊際利潤。 

本集團繼續審慎控制營運開支。總開支（包括研發及開發成本（「研發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加上行

政開支）增加 2.6 百萬美元，共 28.6 百萬美元，較去年上升 10%。年內，集團放寬一連串於二零零九年

年報所匯報的控制和節約開支的措施。 

本集團繼續投資於研發及業務發展，約佔二零一零年總開支的一半。集團在選擇研發重點時仍保持審慎。

研發成本為 15.1 百萬美元，超過二零零九年的成本約 6%。 

為支持二零一零年及未來的銷售增長，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 1.4 百萬美元，較二零零九年上升 43%。 

在逐步放寬部分自二零零九年下半年開始實施之緊縮開支措施後，行政開支微升 0.4 百萬美元，按年增加

了 4%。 

年內，本集團確認了 4.7 百萬美元的凈投資收入（二零零九年：6.8 百萬美元），當中 3.2 百萬美元來自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 1.6 百萬美元來自財務資產的利息收入及收益。集團之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的

財務資產（「FVTPL」）投資組合按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市價作基準估值錄得未變現凈虧損 0.1 百

萬美元（二零零九年：未變現收益 3.4 百萬美元）。集團亦錄得應佔聯營公司投資的減值及虧損 1.0 百萬

美元 （二零零九年：1.9 百萬美元）。 

除稅前溢利為 0.7 百萬美元（二零零九年虧損：0.5 百萬美元）。本集團錄得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純利

1.0 百萬美元（二零零九年：0.7 百萬美元，包括一項 1.2 百萬美元的特別退還之稅款）。 
 

- 13 -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年內經營活動使用的現金淨額為 2.4 百萬美元（二零零九年：10.1 百萬美元）。截至本年底，集團

的總現金、銀行存款及現金等價物（包括其他財務資產）為 79.6 百萬美元，而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則為 92.8 百萬美元。現金狀況改變的主要原因是（1）因營運資金淨增加導致經營現金淨流出 2.7
百萬美元；（2）派付股息 3.2 百萬美元；（3）投資 4.1 百萬美元於物業、機器及設備；（4）增加投資

5.0 百萬美元於 FVTPL；（5）1.6 百萬美元利息收入；及（6）支付 0.2 百萬美元中國北京土地使用權經

營租賃款。 

本集團將利用現金儲備，繼續主要投資於產品開發、提升產能、加強中國內地的基建以擴闊客戶基礎及把

握市場及銷售商機、進行若干策略性企業投資及用作一般企業用途。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除了

購置位於台灣新竹之新辦公室物業產生的 0.8 百萬美元按揭貸款外，集團既無任何主要借貸。集團之現金

主要投資於銀行各類存款。 

本集團的主要應收及應付款均以美元結算。集團會密切監察外幣兌換率，以確保能夠以有利的兌換率將美

元兌換成其他貨幣，支付當地的營運開支。於本年度內，由於董事會認為集團的外匯風險不高，因此集團

並無運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其外匯風險。 

為保留本年度的盈利，公司董事會決定建議不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末期股息。 
 
資本開支及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十七日，本集團的其中一家聯營公司 － 微晶先進光電科技有限公司（「APT」），發

行了 4,120,098 股新股予策略性投資者。因此，集團於 APT 持有之權益，由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所持有之 20.6%，被攤薄至 10.3%。因集團自發行股份起計不再對 APT 有任何重大影響，故集團不

再以權益會計法將 APT 入賬。同時，集團基於其投資於 APT 之公平值與於重大影響力消失日的賬面值所

產生之差額，確認了 0.6 百萬美元收益。而集團於 APT 所剩的投資價值，則以重大影響力消失日之公平值

重估並於綜合資產負債表轉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於二零一零年三月十九日，本集團於中國北京成立新附屬公司晶門科技（北京）有限公司，註冊資本 8.0
百萬美元，其中 4.2 百萬美元已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注入，餘下的註冊資本須於二零一二年三

月前注入。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本集團訂立買賣協議以 5.5 百萬美元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全部權益，此

作價高於結算日之賬面值（2.3 百萬美元）。交易已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完成，總代價已於二零一

一年一月三日全數收取。 

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八日，晶門北京成功以預付經營租賃款約 1.2 百萬美元投得中國北京一土地使用權。

於二零一零十月已付 1.6 百萬人民幣（約 0.2 百萬美元），餘款因應所需繳付的經營租賃條款已於二零一

一年一月付訖。 

於二零一零年度，資本開支為 5.3 百萬美元，當中大部分用於本集團在北京設立新據點及上述土地使用權

之預付經營租賃款、為集團於東莞之附屬公司購買設備以及支付用於產品開發之特許證照。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2.3 百萬美元已獲批准但尚未商定合約之資本開支，用於本集團在中

國北京土地興建之基礎準備。 

除前述之外，本集團既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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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展望 
 
產品付運量 
年內，集團付運了共 142.2 百萬件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較去年上升 53%（二零零九年：92.7 百萬

件）。移動顯示業務單元包括 STN / TFT LCD 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及觸控面板集成電路晶片。移動顯示

單元的全年付運量上升 30%至 72.1 百萬件（二零零九年：55.5 百萬件），這主要由於配置較大屏幕顯示

及新觸控面板特點的智能手機需求持續上升。 

先進顯示業務單元包括 OLED 顯示及新型顯示兩大產品類別。先進顯示集成電路晶片付運量增至 67.0 百

萬件，較二零零九年上升 94%，這是由於 OLED 顯示技術繼續擴大至新應用層面，並已經發展成熟為具

備成本效益及增值的解決方案，取代部份小型顯示器應用的 LCD 面板。隨著新型顯示集成電路晶片於電

子貨架標籤的應用已為市場接受，其集成電路晶片的付運量亦顯著改善。 

大型顯示業務單元於二零一零年在北京開始運作，並於下半年推出少量新的大屏幕顯示 TFT 驅動器樣本

以供客戶認證。 

由於集團單價較高的產品，如MagusCoreTM多媒體系統解決方案、影像處理器、圖像控制器及MIPI集成電

路晶片的需求上升，令顯示系統解決方案的付運量上升 16%至 2.9 百萬件。 

集團的環保能源業務亦於二零一零年付運首批 LED 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及 LED 電源模組。 

付運量按業務單元分類之分析如下： 
 

付運量 （百萬件）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變動

移動顯示 72.1 55.5 30%
先進顯示 67.0 34.6 94%
大型顯示 0.0 0.0 —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 2.9 2.5 16%
環保能源 0.2 0.1 100%
總數 142.2 92.7 53%

 
業務關係 
集團業務分為兩個類別：顯示集成電路晶片業務及系統解決方案業務。 

現時，集團的顯示集成電路晶片業務為全球大部分主要顯示器模組製造商提供服務。集團繼續專注與顯示

器模組製造商及終端產品製造商接洽，以確保提供最合適的產品解決方案及增值服務。年內，集團進一步

加強與來自中國、歐洲、日本、韓國及台灣具領導地位的客戶及終端產品生產商翹楚的關係。 

系統解決方案業務方面，集團為客戶提供專注顯示系統及環保能源兩個範疇的全面系統解決方案。顯示系

統解決方案可支援個別多媒體產品應用，如移動互聯網設備、微型投影機、電子書、全球定位系統技術的

個人導航裝置及移動數碼電視等。集團更與獨立設計工作室合作，為原設計製造商提供適時及全面的系統

解決方案。於二零一零年，集團的MagusCoreTM多媒體系統解決方案於多種微型投影機及移動互聯網設備

贏得數個設計獎項。環保能源業務則為新興環保能源市場提供照明系統解決方案，包括戶內和戶外LED照

明及LED背光模組。與照明系統設計工作室合作亦讓集團得以於年內豐富其全面解決方案組合並擴大應

用，以迎合新興市場客戶的需求。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的領先科技已進一步加強了集團與現有客戶的關係，

同時吸引到新的重要客戶。 

- 15 - 



科研發展 
研發能力是集團其中一項主要的優勢。集團持續在目標範疇進行投資，顯示其決心透過開發和提供創新產

品擴展業務，爭取更多業務商機及維持競爭力。為支持業務增長，並加強產品於市場的競爭力，集團集中

加強現有產品的功能及開發新產品。年內，集團已發展或正在發展多項應用知識產權（「IP」），包括

（1）半導體 IP 如運用第二代影像數據壓縮技術作顯示記憶儲存、防閃爍幀速率控制、4 頻道 MIPI/MDDI
高速序列界面、智能 AXI 總線管理、mDDR 及 DDR2 的 SDRAM 控制以及全面防閃爍 LED 照明光度控制; 
（2）應用 IP 包括有多點觸控電容式面板感應科技、全高清錄像後處理引擎、高清數碼影像輸入處理器、

全高清 LCD 控制器、立體雙顯示 LCD 控制器及電子書加速引擎的應用; 及（3）系統 IP 研發項目包括流

動多媒體產品的 Android 2.1 軟件平台，備有可更改設定的 DSP 及發展平台的 16-bit MCU，以及以迎合

需要聽覺輔助的長者電話之 M4/T4 標準。 

於二零一零年，集團已獲批准四項較早前遞交的，就顯示集成電路晶片 IP 的專利申請，及就電容式面板

運作及影像壓縮技術分別向美國、中國、台灣、韓國及歐洲等不同地區提出兩項專利申請。集團亦發表了

一份有關二零一零年液晶電視發展對國內晶片設計的挑戰和機遇議題的技術性文章。還有，集團亦向科技

界傳媒發表數份文章，分享對二零一零年全球及中國電子業的看法，以及 Android 應用的多媒體解決方案

及可調光 LED 解決方案專業知識。 

集團於二零一零年於研發方面的支出約為 15.1 百萬美元，約佔本年度總開支的 53%及銷售額的 18%。於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研發隊伍共有超過 235 名員工，約佔集團員工總數的 49%。隊伍包括

集成電路晶片設計師及產品工程師，以及系統應用及軟件工程師，以配合經營全面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的需

要。集團的研發隊伍繼續應用多種晶圓及加工技術，如先進的 90 納米晶圓技術設計產品。此外，集團在

香港、北京、深圳及新加坡成立的專業隊伍，分別擁有於混合訊號高壓集成電路晶片設計、超大規模集成

電路設計、應用軟件設計、系統應用及無線技術的專業技術知識。 
 
人力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擁有 480 名員工，其中 44%駐於香港總辦公室，其餘員工則分別駐

於中國、日本、新加坡、台灣及美國。整體員工數目較去年增加了 13%，主要由於位於東莞的附屬公司生

產部及北京新業務中心增聘人手所致。 

作為一家依賴優秀專有知識的科技公司，集團高度重視人才。為鼓勵員工及提高他們的歸屬感，集團不僅

為員工提供具競爭力的薪酬組合，更致力為他們提供培訓、職業發展計劃及一流的工作環境，務求令他們

更投入工作，並共同為集團的成功發展而努力。 

於二零一零年，執行董事及部分高級管理層繼續減薪，作為成本控制措施的一部分。 

為鼓勵開發新產品及業務，集團於二零一零年仍保留新產品成功開發花紅及首次成功銷售獎勵予員工。個

別僱員獲授具歸屬限制的公司股份，以表揚他們的傑出表現及鼓勵他們繼續為公司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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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鑑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訂單出貨比率為 1.0，集團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仍需密切留意市場

趨勢及需求，以作出及時反應，利用已發展的新產品增加收入。集團打算繼續透過為新興高增長應用推出

創新和領先集成電路晶片及新系統解決方案，擴大其客戶基礎，並進一步發展中國市場的業務。集團計劃

持續發展多元化產品組合，為客戶提供快速而全面的解決方案。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二

零一一年上半年的手頭訂單約為 28.6 百萬件。 
 
 
顯示集成電路晶片業務 
 
移動顯示 
移動顯示業務為流動電話、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個人導航裝置、影音應用、移動互聯網設備及其他便攜

式設備等具備中小型 LCD 顯示器的應用提供顯示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及觸控面板集成電路晶片，該業務

單元主要支援技術包括 STN /TFT LCD 及電容觸控屏，以應用於單色及彩色，以至具備觸控面板功能之顯

示器。 

集團相信，附有高清、中型顯示器及多點觸控功能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及移動互聯網設備的市場潛力龐

大。電容式觸控面板替代電阻式觸控面板的市場在二零一一年亦將會加速增長。因此移動顯示業務單元將

繼續開發新一代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產品以支援較高顯示解像度格式及較大顯示器，包括應用於三吋至十

二吋顯示器的多點觸控電容式面板控制器及應用於高清顯示器的 TFT 驅動控制器。 

隨著集團繼續積極提升其技術及推出先進產品，移動顯示業務單元亦開始開發新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以支

援新一代立體顯示器。 
 
先進顯示 
集團把 OLED 顯示及新型顯示兩大產品類別歸納於先進顯示業務單元。 

集團繼續維持其在 Passive Matrix OLED（「PMOLED」）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市場的領導地位，於過去

十年共付運超過 200 百萬件 PMOLED 集成電路晶片。 

OLED 顯示業務已把其應用由消費產品擴大至工業用設備及保健產品。PMOLED 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的

產品種類包括圖樣、單色、灰階與全彩色顯示以至內置字符唯讀記憶體。由於具發光功能的 PMOLED 顯

示器可在任何燈光環境下閱讀，而且操作溫度範圍較廣，因此適合增長中的智能電錶市場，該產品即使在

惡劣天氣情況下仍可於戶外應用。 

預期整體 OLED 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市場將於二零一一年維持穩步增長。隨著 OLED 顯示器技術日趨成

熟至可供大規模生產，OLED 顯示器亦繼續擴大至新的應用層面從流動電話和消費產品如 MP3、藍芽手機

及 Pocket WiFi，以至工業用設備如電錶、USB 銀行電子代碼、文儀用品和健康護理產品等不同市場。 

至於新型顯示業務，隨著更多新應用體現出新型顯示技術的價值，例如眾所週知的電子顯示，集團對該業

務感到樂觀。集團正大量付運專為電子貨架標籤、電子廣告及 USB 記憶裝置而設的新型顯示集成電路晶

片。於二零一一年，集團繼續投入有關電子貨架標籤、電子廣告、健康護理產品、流動電話、便攜式裝

置、電子卡等產品的設計項目。 

集團繼續豐富新型顯示業務的產品種類，提供更多不同的集成電路晶片解決方案，以配合直接分段及動態

驅動之 electrophoretic, cholesteric, zenithal 雙穩態顯示器等技術。 

集團相信，隨著進軍新興市場及開發更多新應用，市場對新型顯示器集成電路晶片的需求將飆升，為集團

創造新收入來源。集團將繼續研究這些及其他技術，並擴充該業務，以確保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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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顯示 
大型顯示業務支援大屏幕的應用，例如 LCD 電視、LCD 電腦屏幕及筆記本電腦。為把握發展蓬勃的中國

大屏幕顯示器製造市場，集團於二零一零年成立的專業隊伍已進駐其新的北京科技及業務中心。於二零一

零年下半年，集團開發新的源驅動器及柵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以支援其大屏幕顯示器的業務夥伴，正進

行客戶的驗證，並將於今年稍後時間開始付運首批產品。該團隊計劃與環保能源業務單元在 LED 背光方

面緊密合作，為中國及亞洲的主要客戶提供全面電視顯示器解決方案。 
 
 
系統解決方案業務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乃集團成功由從事集成電路晶片組件銷售轉型為提供全面系統解決方案的重要元素。於

二零一零年，該業務單元付運超過 2.9 百萬件集成電路晶片，集團相信該業務之較高單價的產品將為集團

帶來更多元化的收入來源，並逐漸為集團的財務表現帶來重要的貢獻。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業務利用一個成熟的軟件平台，發展全面系統解決方案，以（1）加快終端產品的推出

市場的時間；（2）帶來高性能多媒體互聯網解決方案;（3）提升顯示器影像質素及功能;（4）支援高速流

動界面;（5）及整合先進的無線通訊技術。 

集團正在生產的產品如影像處理器及圖像控制器支援最新消費品，包括手機、嬰兒監視器、MP4 播放器、

個人導航裝置、數碼相架及其他便攜式消費電子產品之應用。隨著集團設計出更多新型顯示控制器產品，

預計此業務於二零一一年將繼續大量付運。 

由於集團在支援 MIPI 應用的集成電路晶片範疇早著先機，因此預期該業務於二零一一年將繼續贏得高速

流動界面市場中的產品設計項目。 

集團繼續擴大高性能MagusCoreTM 多媒體系統解決方案系列，包括推出第三代多媒體晶片以爭取新業

務。於二零一零年，多個頂級客戶成功推出使用MagusCoreTM的全新先進Android移動互聯網設備及微型

投影機。於二零一一年，集團計劃進一步向市場推廣MagusCoreTM以促進為 3CC－整合通訊（Converged 
Communication）、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及消費者內容（Consumer Content）而設，以

Android為應用基礎，以達致更先進的大規模應用，如電子書、移動互聯網設備、監視設備及智能電視。

集團相信，MagusCoreTM系統解決方案已準備就緒把握市場需求，並將加快其業務發展。 

此外，顯示系統解決方案業務於設計、開發及整合先進無線通訊技術及裝置方面亦擁有非凡實力，並專長

於設計適用於雙制式流動電話、長者電話、個人導航裝置的全球定位系統技術，以及移動數碼電視之移動

多媒體廣播技術等終端產品之新移動多媒體互聯網應用解決方案。集團於二零一零年為頂級流動電話品牌

的產品推出更多雙制式及為長者市場而設的全新流動電話解決方案。集團以 Android 移動系統解決方案取

得更多移動互聯網設備及具微型投影機的設計項目。為了把握 Android 設備的市場商機，集團正致力提升

Android 3G 移動系統解決方案，以保持站在市場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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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能源 
環保能源專注提供節能 LED 驅動器集成電路晶片、供室內及戶外照明的 LED 電源模組解決方案及 LED 背

光元件。集團預期 LED 照明市場將蓬勃發展，因為節能可減少碳排放及解決全球溫室效應的問題，又可

改善產品性能，因此需求將大大增加。隨著 LED 技術不斷突破，LED 的表現更長壽，穩定性更高，性能

佳而且價錢相宜，更可顯著地節省能源。這些優點令 LED 成為傳統照明及背光應用的最佳代替品及未來

照明的主要來源。 

為了捕捉這些商機，環保能源業務已開發出多個新產品及解決方案，例如可調光數碼 LED 照明集成電路

晶片、LED 背光元件集成電路晶片、LED 電源模組和燈條解決方案以供一般照明、街燈及液晶體螢幕/電
視的應用。集團於二零一零年已開始運送少量產品給海外的客戶。  

由於本業務仍在初步發展階段，所以仍有相當增長的空間。因此，集團於二零一一年將繼續開發新產品、

新技術及新市場，以在這新市場範疇爭取更大的份額。此外，為了縮短產品研發周期及滲透市場所需的時

間，環保能源業務將與供應鏈上下游的潛在業務夥伴結盟，以合作發展及推出迎合市場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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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九日根據本公司的股份獎勵計劃指示受託人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使用信託契約內賦予之資金以每股 0.67 港元從市場購入 2,000,000 股現有股份以補充受

託人持有的股份數目。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證券發行人之董事證券買賣有關之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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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所載的所有適用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亦就董事及有關員工進行的證券交易制訂其本身的書面指引，條款與聯交所上市規則附錄 10 所載

的規定標準同樣嚴格。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

彼等均一直遵守該等指引。 
 
審閱綜合財務資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聯同內部審計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全年業績。就本集

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之初步公佈所載數字已經由本集團之獨立核數師羅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與本集團於本年度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數字一致。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上

述所進行之程序並不涉及任何相關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

核證聘用準則對財務資料進行獨立查核及審閱，因此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業績公告發表任

何保證。 
 
末期股息 
為保留本年度盈利，董事會決定建議不派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 
 
暫停股份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至二零一一年五月三十日 （星期一）（包括首尾兩天），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能參與二零一一年度股東週年大會，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必

須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半或以前，送抵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匯中心 26
樓，本公司股份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理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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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聯交所網站公佈全年業績 
聯交所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的財務及其他有關資料將於適當時間在聯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

集團網站 www.solomon-systech.com 內刊發。 
 
 

代表董事會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總經理 
梁廣偉 

 
 

香港，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登日期，董事會由下列人士組成： (a) 執行董事 ─ 梁廣偉博士（董事總經理）及黎垣清先生；

(b) 非執行董事 ─ 賴偉德先生、林百里博士（許維夫先生為其替代董事）、李曉春先生及趙貴武先生；及 
(c) 獨立非執行董事 ─ 辛定華先生（主席）、蔡國雄先生及黃月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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