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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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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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878） 
 
 

二 零一二 零一二 零一二 零一 一一一一 年年年年 中期業 績公佈中期業 績公佈中期業 績公佈中期業 績公佈  
 
 

重點摘要重點摘要重點摘要重點摘要 
 
• 銷售額下降 28%至 27.5 百萬美元 

• 毛利減少 21%至 8.9 百萬美元 

• 毛利率由 29.5%增加至 32.5% 

• 虧損淨額為 5.2 百萬美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 0.21 美仙（1.6 港仙）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訂單出貨比率為 1.1 

•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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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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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的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銷售額 5  27,454  38,018 
銷售成本 6  (18,534)  (26,799) 
毛利   8,920  11,219 
研究及開發成本 6  (8,348)  (7,259) 
銷售及分銷開支 6  (1,759)  (1,932) 
行政開支 6  (4,130)  (4,931) 
其他收入/ (開支)   49  (3) 

   (5,268)  (2,906) 
投資收入/(成本) – 淨額 7  153  (676)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64)  (359) 
除稅前虧損   (5,179)  (3,941) 
所得稅 8  (2)  (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5,181)  (3,94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虧損 : 
（以美仙，每股呈列） 

9 
 

 
 

 

– 基本 
–  

  (0.21)  (0.16) 
– 攤薄 
–  

  (0.21)  (0.16) 
      

股息 10  —  — 
 
 
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虧損  (5,181)  (3,94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   
–  外幣換算差額  (341) 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計  (5,522)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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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預付經營租賃款  1,233 1,185 
物業、機器及設備  7,313 8,51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926 99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506 2,506 

  11,978 13,199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1,306 13,778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1,858 22,477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25,075 25,034 
其他財務資產  5,200 1,278 
已抵押的銀行存款  130 130 
短期定期存款  13,058 27,2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303 51,102 

  130,930 141,018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142,908 154,217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1,658 31,619 
儲備     

所持本身股份  (167) (279) 
其他  98,202 103,621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129,693 134,961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11 35 
銀行貸款  639 686 
遞延稅項負債  50 50 

  700 771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7 12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1,234 17,161 
銀行貸款  95 95 
遞延收入  179 217 
應繳稅項負債  1,000 1,000 

  12,515 18,485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13,215 19,256 
權益及負債總額權益及負債總額權益及負債總額權益及負債總額  142,908 154,21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8,415 122,5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0,393 13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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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簡明綜合中期簡明綜合中期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財務資料財務資料財務資料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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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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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總辦事處的地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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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另有聲明外，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均以美元作呈列單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十八日獲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2. 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在二零一一年三月，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 47%權益之聯營公司 - 北京愛爾益地照

明工程有限公司（「BJ-LED」），建議增資 10,000,000 人民幣（約 1,546,000 美元），令出資額增

加至 20,000,000 人民幣（約 3,091,000 美元）。根據本公司投資委員會的決定，本集團決定不參與是

次增資。北京人民政府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發出權益修訂批准證書，集團持有之權益被攤薄至 23.5%。

本集團將繼續以權益會計法合併 BJ-LED 賬目至集團的財務業績。 
 
3.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適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或

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的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修正，包括計量公平值之方法改變（如重大）的披露

及必須更新刊載於最近期的年報中的有關資料亦已被採納。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報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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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除下述列載外，期內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

致，並刊載於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 
 
所得稅費用是根據管理層對全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計及中期除稅前溢利而計

算。 
 
若干在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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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投資收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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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本期度的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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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

況、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與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度之虧損或現金流量。 

 

(a) 於二零一一年生效的新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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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已頒佈及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

則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新香港財務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 （修訂） 關聯方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正） 供股的分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的比較數字披露，

對首次採納者的某些豁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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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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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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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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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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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或之後的開始或之後的開始或之後的開始或之後的 

年度期間生效年度期間生效年度期間生效年度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正) 列載其他全面收入的項目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正)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修訂) 員工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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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共同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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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事項－轉讓財務融資產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本集團已經開始對上列之新準則、修訂和修正準則進行評估，目前尚未確定該等新準則、修訂和

修正準則是否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5.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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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一直在單一營運分部營運，即設計、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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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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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基於該等報告確定營運分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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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額分別為 27,454,000 美元及 38,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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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銷售額主要源自在香港、台灣及韓

國的客戶。 
 

銷銷銷銷售額售額售額售額 

 
銷售額按客戶所在地區／國家分類。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117,586 127,701 
中國 15,621 15,383 
台灣 8,472 9,771 
其他 1,229 1,362 

 142,908 154,217 
 

資產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列載。其他包括日本、東南亞及美國。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預付經營租賃款預付經營租賃款預付經營租賃款預付經營租賃款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機器及設備機器及設備機器及設備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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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香港 — —  313 113 
中國 36 —  109 1,980 
東南亞 — —  126 732 
日本 — —  — 6 
 36 —  548 2,831 

 
資本開支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列載。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9,375 10,677 
台灣 5,423 7,346 
韓國 4,465 10,094 
日本 1,617 1,711 
中國大陸（「中國」） 1,075 4,166 
東南亞 1,147 928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460 622 
其他 3,892 2,474 

 27,454 3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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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按性質分類的開支按性質分類的開支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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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售出貨物成本 17,784 26,362 
攤銷預付經營租賃款 12 —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1,373 1,299 
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3 1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 686 643 
投資聯營公司資產的減值撥備 — 655 
過時或滯銷存貨撥備 819 8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股本權益報酬 147 304 
–  非股本權益報酬 9,483 8,512 

匯兌盈虧 (597) 450 

 
7. 投資收入投資收入投資收入投資收入/(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的收益 1 28 
– 存款利息收入 539 633 
– 股息收入 152 116 
– 其他 153 55 
–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未變現的盈虧：   

– 公平值收益 155 503 
– 公平值虧損 (840) (2,004) 

   
成本：   
–  融資租賃的利息部份 (1) (1) 
–  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6) (6) 

 153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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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是根據管理層對全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計及中期除稅前溢利而計

算。 
 
香港所得稅已根據稅率 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而海外所得稅則根據本集團的營運所在

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本集團因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

利而毋須作香港所得稅撥備。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 — — 
–  海外 2  2 

遞延所得稅 — — 
 2 2 

 
9. 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基本虧損每股基本虧損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根據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虧損 5,181,000 美元（二零一零年：3,943,000
美元）及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所持本身股份）加權平均數 2,450,862,633 股（二零一零年：

2,437,134,484 股）計算。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攤薄攤薄攤薄攤薄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利/（虧損）及已就期內所有具攤薄影

響的潛在普通股（包括已獲分配但除卻未獲分配之所持本身股份）作出調整後之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

股數計算。 
 

於二零一一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兌換所有可予發行具攤薄影響的流通購股權加上

已獲分配之所持本身股份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是產生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對此兩期的每股攤薄虧

損造成攤薄影響。 
 

加權平均普通股加權平均普通股加權平均普通股加權平均普通股股股股股數數數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月月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2,450,862,633 2,437,134,484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分配所持本身股份 1,642,853 11,150,387 
兌換所有可予發行具攤薄影響的流通購股權 — 6,805,471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調整後平均普通股股數 2,452,505,486 2,455,09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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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期內並沒有宣派或派付任何關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股息。董事會亦決議不宣

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11.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款 8,866 13,327 
應收款減值撥備 — — 
應收款 － 淨額 8,866 13,327 
訂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2,992 9,150 
 11,858 22,47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對公司客戶之應收款信貸期主要為 30 日至 90 日。應收款以過期日

起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7,297 10,876 
1 日 － 30 日 1,423 2,330 
31 日 － 60 日 23 120 
61 日 － 90 日 118 — 
91 日 － 180 日 5 — 
181 日－365 日 — 1 
 1,569 2,451 
 8,866 13,32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逾期之應收款為 1,569,000 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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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款並無減值和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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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應應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付款及其他應付款付款及其他應付款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款 7,668 11,835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 3,566 5,326 
 11,234 17,16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款以過期日起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7,612 8,524 
1 日 － 30 日 14 3,201 
31 日 － 60 日 1 36 
61 日 － 90 日 — 34 
超過 90 日 41 40 
 7,668 1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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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概覽概覽概覽概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銷售額為 27.5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38.0 百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28%。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因受到日本大地震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影響，整

體市場對二零一一年經濟增長前景持審慎態度，故此需求並不強勁。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及利及利及利及利潤潤潤潤 

集團的付運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22%，而產品混合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下跌 8%。產品混合平均售價下跌是

由於產品組合變動所致。銷售額減少主要因素包括（1）移動顯示業務單元的銷售額較預期遜色；及（2）

客戶需求減弱使新產品的批量銷售較預期延遲開始。銷售額減少引致集團毛利下降 21%至 8.9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1.2 百萬美元）。期內，集團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29.5%提升至 32.5%，

這是由於利潤率較高的產品比例提升所致。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存貨報廢共 0.8 百萬美元（包含約 0.4 百

萬美元年前已全數撥備的呆滯存貨其標準成本調高之抵銷）。集團加倍努力透過改善產品良率和盡用集團

自有之生產設備，以提高集團的生產力。 
 

集團繼續審慎控制開支。總開支（包括研究及開發成本（「研發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加上行政開

支）增加 0.1 百萬美元，共 14.2 百萬美元，輕微上升 1%。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1.8 百萬美元增長 9%至 1.9 百萬美元。 
 

行政開支下跌 16%至 4.1 百萬美元，當中包含 0.6 百萬美元匯兌收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匯兌虧損 0.5
百萬美元）。集團繼續投放資金於研發及業務發展，惟選擇研發重點時保持審慎。研發成本為 8.3 百萬美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增加 15%。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確認利息收入 0.5 百萬美元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的財務資產(「FVTPL」) 的股息

和其他收益 0.3 百萬美元合共 0.8 百萬美元。然而，FVTPL 投資組合按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計算未變現

凈虧損為 0.7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5 百萬美元）。 

 

虧損淨額為 5.2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3.9 百萬美元）。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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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期內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 1.1 百萬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4.0 百萬美元）。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集團的總銀行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其他財務資產）為 82.6 百萬美元，而於二零

一零年年底則為 79.6 百萬美元。現金狀況有所改變的主要原因是（1）因期內虧損（非現金項目調整後）

及營運資金減少而導致經營現金淨流出 1.1 百萬美元；（2）二零一一年初收訖 5.5 百萬美元於二零一零年

底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款項；（3）投資於固定資產的 0.5 百萬美元及 FVTPL 的 0.7 百萬美元；及 
（4）付訖中國北京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經營租賃款 1.0 百萬美元。 
 

有關現金儲備的使用，集團將繼續主要投資於產品開發、提升生產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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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運用途。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除了 0.7 百萬美元作位於台灣新竹之辦公室物業按揭貸款外，集團並無任何主要借貸。集團之現金主

要投資於各類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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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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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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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資本開支為 0.6 百萬美元，當中大部分用於集團在中國及香港購買設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共有 0.5 百萬美元已商定合約但未撥備之資本開支，主要用於本集團在中國北

京土地興建設施之基礎準備。 
 
除前述之外，集團概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表現及展望表現及展望表現及展望表現及展望 
 

產品付運量產品付運量產品付運量產品付運量 

於回顧期內，集團付運了共54百萬件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較去年同期減少22%。下跌主要由於：（1）

移動顯示業務單元的銷售較預期遜色；及（2）客戶需求減弱使新產品的批量銷售較預期遲開始。客戶需

求減弱，原因是日本大地震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令市場對二零一一年經濟增長展望較為審慎。 

移動顯示產品的總付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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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約

42% 至18.6百萬件(二零一零年：32.0百萬件)。儘管市場對集團的觸摸屏產品需求不斷增加，但是移動顯

示業務單元期內銷售接連下跌，原因是二零一零年的主要銷售市場－韓國的驅動集成電路晶片的銷售貢獻

減少。先進顯示業務單元包括OLED顯示及新型顯示兩大產品類別，其付運量微跌5%至約33.8百萬件。這

是由於流動電話市場由智能手機主宰，對使用Passive Matrix OLED (「PMOLED」)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

的移動副螢幕需求降低了。由於對電子書產品的需求減少，所以顯示系統解決方案產品的付運量亦較去年

同期微跌約10%至1.4百萬件。集團的環保能源業務為中國及歐洲的新客戶付運了約20萬件LED驅動器集

成電路晶片及LED背光電源模組，比去年同期飆升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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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運量按業務單元分類之分析如下： 
 

付運量付運量付運量付運量(百萬件百萬件百萬件百萬件)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移動顯示 18.6 32.0 -42% 72.1 
先進顯示 33.8 35.5 -5% 67.0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 1.4 1.5 -10% 2.9 
環保能源 0.2 0.1 256% 0.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4.0 69.1 -22% 142.2 

 

業務關係業務關係業務關係業務關係 

集團業務分為兩個類別：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業務及系統解決方案業務。 

 
現時，集團的顯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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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專注與顯示器

模組製造商及終端產品製造商直接接洽，以確保提供最合適的產品解決方案及增值服務。於回顧期內，除

了顯示器模組製造商及相關終端產品製造商以外，移動顯示業務單元與電容式觸控面板製造商及相關終端

產品製造商合作生產集團的第一個電容式觸控面板解決方案。集團的大型顯示業務單元正與目標客戶合

作，為用於顯示器模組的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進行驗證，冀能趕及批量付運；而集團的先進顯示業務單元

則贏得多個客戶的設計項目，包括OLED顯示應用及電子貨架標籤。未來集團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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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翹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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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更與獨立設計公司合作，為原設計製造商提供適時及全面的

系統解決方案。於回顧期內，集團的 MagusCore
TM 多媒體系統解決方案贏得多個客戶的設計項目，如具多

種多媒體及連接功能的掌上及手持式投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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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其全面解

決方案組合並擴大應用，以擴大新興市場客戶群。此外，集團的大型顯示業務單元亦與環保能源業務單元

在 LED 背光方面進行合作，以提供全面的電視顯示器解決方案。 
 

科研發展科研發展科研發展科研發展 

作為一家科技公司，集團全心投入進行研發創新。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於研發方面的支出約為8.3百

萬美元，佔期內總開支約59% 及銷售額的30%。集團持續投入資源進行研發，反映集團為能順應快速轉變

的市場潮流和把握新商機，正致力開發及提供更多嶄新產品。 

集團集中強化現有產品的功能及開發新產品。期內，集團已發展或正在發展多項知識產權（IP），例如顯

示驅動器能源管理、電子招牌內置控制、顯示色彩管理及記憶壓縮、支援多路高速流動介面及觸控面板控

制器。 

在過去六個月內，集團已獲批三項專利申請，包括兩項有關顯示驅動器設計及一項有關圖像強化晶片，並

提出一項LED控制器驅動器設計的專利申請。此外，集團亦已分別向美國、中國、台灣、韓國及歐洲等不

同地區提出數項專利申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研發隊伍共有248名員工，約佔集團員工總數的51%。集團的研發隊伍

繼續應用多種晶圓及加工技術設計產品，如先進的90納米（nm）晶圓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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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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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共有 487 名員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0 名)，其中約 43%駐於

香港總部，其餘員工則分別駐於中國、日本、新加坡、台灣及美國。集團一向堅持善用人力資源的原則，

透過策略性調配員工以達至人力資源的最佳分配。於回顧期內，集團已透過內部人手調動以配合高速增長

的電容式觸控面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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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開發新產品及業務，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發放了新產品成功開發花紅及首次成功銷售獎勵予若

干員工。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由於集團致力於策略性投資及新產品和科技的研發，因此集團認為業務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潛力穩步增

長。但基於疲弱的美國經濟，加上日本大地震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可能持續影響全球經濟，集團對全球

經濟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仍抱審慎態度。 

為了把握市場趨勢以增加收入及擴大客戶基礎，集團將繼續為新興及高增長的應用推出創新和領先的集成

電路晶片，以及快速而全面的解決方案。 

 
顯示集成電路晶片業務顯示集成電路晶片業務顯示集成電路晶片業務顯示集成電路晶片業務 

 
移動顯示移動顯示移動顯示移動顯示 

移動顯示業務為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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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電容觸控面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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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良好市場潛

力。移動顯示業務單元快將全面生產多項新一代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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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將繼續積極提升其技術及推出先進產品以支援新一代3D立體顯示器。 
 
先進顯示先進顯示先進顯示先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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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作為Passive Matrix OLED (「PMOLED」)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市場的領先企業，將與汽車、工業用

設備及健康護理產品客戶合作，進一步增加及擴展PM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應用，冀達致目標增

長。 

集團認為Active Matrix (「AMOLED」)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及OLED照明具市場潛力，故此集團已與領先

市場的面板製造商開發AMOLED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並打算擴充其技術以支援AMOLED及OLED 照

明，以把握這些市場未來的增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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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對該業務的潛力保持樂觀。預期整

體電子紙顯示市場仍維持正面增長，而電子貨架標籤方面，集團於期內已大量付運新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

片以滿足急速增長的需求，並將加速生產以捕捉這蓬勃發展的市場。集團亦將繼續擴充新型顯示業務的產

品組合，並發展嶄新技術，以建立集團在此新興市場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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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型型型型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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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位於北京的業務及產

品開發團隊正與目標客戶攜手合作，以期於本年度批量付運。該團隊亦與環保能源業務單元在LED背光方

面緊密合作，為客戶提供全面的電視顯示器解決方案。此業務單元正開發新產品及技術，以配合不斷壯大

的國內 6G 及 8.5G LCD生產線。 

 

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系統解決方案業務系統解決方案業務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顯示系統解決方案顯示系統解決方案顯示系統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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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期內，集團繼續擴大高性能 MagusCore
TM

多媒體系統解決方案系列，其中新推出的為具有先進功能如

高清、3D 的多媒體產品而設的系統解決方案，初步取得良好的市場反應。此外，集團亦贏得多個設計項

目，包括先進 3D 眼鏡產品行業的特製集成電路項目及圖像控制器相關產品。 

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集團將進一步向市場推廣 MagusCore
TM

，尤其促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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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基

礎的應用，以達致更先進的大規模應用，如 Android 便攜式媒體播放器(「PMP」) 、電子書、移動互聯網

設備、監視設備及智能電視。於回顧期內，該業務單元除為頂級流動電話品牌的產品開發雙制式及針對長

者市場的流動電話方案外，更成功開發全球首個 Android 全球定位系統追蹤器。未來，該業務單元亦將繼

續致力開發更多 Android 解決方案，把握市場蓬勃發展所帶來的商機。 

 

環保能源環保能源環保能源環保能源 

環保能源專注為室內及戶外照明的LED及LED背光元件提供節能LED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及LED電源模組

解決方案。環保能源業務已開發出新高性能恆流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及模組，為離線LED照明應用提供有

效解決方案。由於此業務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故仍有相當的增長空間。因此，集團將繼續開發更多新產

品及新技術，把握市場擴張所帶來的商機。 
 

投資於高增長互聯網電視市場投資於高增長互聯網電視市場投資於高增長互聯網電視市場投資於高增長互聯網電視市場 

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簽訂一份銷售與購買協議，認購一間集成電路晶片設計公司的新發股份。該公

司主要開發及銷售互聯網電視的多媒體系統單晶片(SoC)解決方案。是次投資是一項策略性舉措，讓集團

得以引入互聯網電視作新產品線，成為集團其中一個增長動力。集團相信，此互聯網電視的新產品線，不

僅進一步豐富其現有的顯示集成電路晶片產品，為大型顯示和環保能源業務的客戶提供更全面的解決方

案；更由於該公司與集團的技術要求及知識產權類似，令集團得以提高成本效益。新產品線預期可助集團

捕捉互聯網電視市場的龐大商機，並有利促進整體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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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補充資料企業管治及補充資料企業管治及補充資料企業管治及補充資料 

本集團高度重視企業管治。本集團經常留意在企業管治範疇內的最佳常規，並適當地將有關常規付諸實

行。目前，非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就本集團而言，則為董事總經理）之職責分開。此外，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期至指定期限，且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所載的程序膺選連任。本集團鼓勵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修讀有關董事會職務及企業管治之教育課程，該等費用均由本集團承擔。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證券發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證券發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證券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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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之董事證券買賣有關之標準守則行人之董事證券買賣有關之標準守則行人之董事證券買賣有關之標準守則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本集團已就董事及有關僱員可能在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取得尚未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制訂其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內部書

面指引（「指引」）。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對上述標準守則之遵守向本集團的全體董事

及有關僱員作出特別查詢，彼等均一直遵守本集團的內部指引。 
 
根據上市規則 13.51B(2)關於董事任職期間須予發佈的公告，在向所有公司董事查詢後，概無須根據上市

規則 13.51(2)條第(h)至(v)段規定披露的董事任何資料之變動。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股份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股份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的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通過內部審核聯同審核委員會審閱。 
 
該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

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立核數師

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本集團中期報告內。 

 
 

代表董事會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梁廣偉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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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