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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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表益（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265,378 2,015,109
銷售成本  (1,142,168) (1,771,903)
   

毛利  123,210 243,206
其他收入 5 24,571 53,075
其他收益及虧損  25,905 3,975
研究及開發費用  (76,326) (52,087)
銷售及分銷成本  (47,821) (54,104)
行政開支  (64,038) (58,676)
融資成本  (3,497) (5,487)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996) 129,902
稅項扣除 6 (2,810) (23,099)
   

本期（虧損）溢利 7 (20,806) 106,803
   

下例各項應佔本期（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8,748) 108,216
 非控股權益  (2,058) (1,413)
   

  (20,806) 106,803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9
　基本  (1.2) 7.0
   

　攤薄  (1.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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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溢利 (20,806) 106,803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至呈列貨幣產生的匯率差額 35,571 2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4,765 106,829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251 108,242

　非控股權益 (1,486) (1,413)
  

 14,765 10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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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57,076 243,832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3,485 343,389
　土地使用權   96,655 96,108
　商譽  28,321 28,321
　無形資產  189,076 177,453
　遞延稅項資產  9,620 9,592
 可供出售投資  16,200 15,876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2,793 20,226
   

  1,033,226 934,797
   

流動資產
　存貨  488,256 440,013
 發展中的銷售物業  135,731 110,441
　應收貿易賬款 10 121,616 110,420
　應收票據及賬單 10 126,199 124,304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289,043 279,9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9,719 616,828
　銀行結餘及現金  543,966 534,522
   

  2,024,530 2,216,52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402,763 420,357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款項  232,756 198,904
　銀行借貸  355,981 640,335
　應付稅項  15,579 29,488
   

  1,007,079 1,289,084
   

流動資產淨值  1,017,451 927,4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0,677 1,862,2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1,095 156,962
　儲備  1,805,113 1,634,10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76,208 1,791,065
非控股權益  26,539 28,025
   

權益總額  2,002,747 1,819,0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7,930 43,148
   

  2,050,677 1,86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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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628 19,511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92,605) (73,4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93 –

已付開發成本 (83,742) (84,248)

就購買土地使用權支付之按金 – (5,035)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304,452 (162,545)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28,198 (325,284)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 237,477 34,111

發行新股應佔交易成本 (7,708) –

新造銀行借貸 127,175 327,957

償還銀行借貸 (417,203) (78,000)

已付股息  (51,733) (34,415)

已付利息 (3,497) (5,487)

購回股份 (13,195) –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28,684) 244,16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42 (61,60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34,522 532,276

匯率變動之影響 9,302 2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543,966 47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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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顯示模塊、手機（ODM客戶的整機）及解決方案（主板及設計
服務）及無線通訊模塊之製造、設計、開發及銷售。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乃因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作為一間香港的上市
公司和方便本公司股東，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更為恰當。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 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財務報表
所遵循之會計政策一致，惟下文所述之會計政策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之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如下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預付款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19號 以股權工具消除財務負債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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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 － 轉撥金融資產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4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3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入了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的新要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月經修訂）增加金融負債及解除確認的規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屬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隨後按
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於一個業務模式內持有的債務投資旨在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擁有合約現金流量完
全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的利息者，一般按會計期間結束時的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權投資和股權投資按隨
後會計期間結束時的公平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採用。

董事預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用，
而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主要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的分類及計量。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主要是處理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按公平
值模式計量的投資物業遞延稅項之計量。根據修訂，為計量採用公平值模式計算的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
稅項資產，假設投資物業賬面值將通過銷售收回，除非該假設在若干情況下遭推翻。

本公司董事認為，提供對應用上文所述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之影響的合理估計直至完
成詳盡之審閱不切實際。

本公司董事預計採納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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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指已售貨物扣除折扣及銷售有關稅項後的已收款項及應收款項。

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主要營運決策者（即董事會）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構成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呈列，以分配資源予分類並評估
其表現。

本集團現時分有三個收入來源－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銷售顯示模塊及銷售無線通訊模塊。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銷售 銷售
 手機及 顯示 銷售無線 分類
 解決方案 模塊 通訊模塊 總額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收入 934,024 58,715 272,639 1,265,378 – 1,265,378

 分類間銷售 – 17,643 – 17,643 (17,643) –
      

總額 934,024 76,358 272,639 1,283,021 (17,643) 1,265,378
       

分類（虧損）溢利 (18,836) (15,002) 7,299 (26,539) – (26,539)
      

其他收入      15,560

公司開支      (11,719)

投資物業公平值
 變動收益      8,199

融資成本      (3,497)
      

除稅前虧損      (1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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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銷售 銷售
 手機及 顯示 銷售無線 分類
 解決方案 模塊 通訊模塊 總額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583,337 66,366 365,406 2,015,109 – 2,015,109

 分類問銷售 – 24,012 – 24,012 (24,012) –
      

總額 1,583,337 90,378 365,406 2,039,121 (24,012) 2,015,109
       

分類溢利（虧損） 112,698 (9,084) 48,360 151,974 – 151,974
      

其他收入      8,312

公司開支      (24,897)

融資成本      (5,487)
      

除稅前溢利      129,902
      

分類間銷售按相互協定之條款收費。

分類業績代表每一分類未分配租金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公司開支、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及融資成本之
情況下的財務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業績而向本集團管理層作出報告之方法。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營運分類劃分的資產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 989,169 1,068,903

銷售顯示模塊 309,463 254,929

銷售無線通訊模塊 353,998 161,450
  

總分類資產 1,652,630 1,48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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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控分類表現及分配分類間資源，除投資物業、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就
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可供出售投資、遞延稅項資產、發展中的銷售物業及若干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
付款項以外，所有資產均分類至營運分類。營運分類共同使用的資產按各營運分類所賺取的收入分配。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值稅退稅（附註） 5,728 6,552

政府項目收入 3,283 38,211

銀行結餘賺取之利息收入 7,610 3,257

租金收入（減：支出33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01,000港元）） 7,848 4,332

其他 102 723
  

 24,571 53,075
  

附註：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希姆通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思必得通訊技術有限公司及芯訊通無線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均從事分銷自行開發及生產的軟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現行之稅務法規，在中國就銷售自行開發之軟
件已繳付之增值稅可享有退稅。

6. 稅項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扣除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2,687 24,48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3,570) –

遞延稅項扣除（計入） 3,693 (1,387)
  

 2,810 23,099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並無就兩個期間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於計及相關稅務優惠後，按中國有關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企業所得稅所採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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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75,677 77,423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73 85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765 21,958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的
   開發成本 (1,470) (1,566)
  

 27,295 20,392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169,071 155,024

以股份付款 4,051 7,633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的
   開發成本 (67,799) (63,417)
  

 105,323 99,240

撇銷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3,511 3,029

呆壞賬之撥備 – 4,5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4 27

外匯收益淨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8,023) (3,97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8,199) –

呆壞賬撥備撥回（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9,683) –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2.2港仙） 51,733 34,415
  

於報告期日期後，董事議決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 2.5港仙），
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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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18,748) 108,216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77,784 1,544,102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 68,066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77,784 1,612,168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的購股權，因為其將減少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計入具攤薄影響之購股權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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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票據及賬單

銷售貨品的一般信貸期為零至90天。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票據及賬單按各發票日期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天 92,281 103,747

31至60天 23,986 1,689

61至90天 1,944 655

91至180天 3,305 2,126

超過180天 12,457 23,882
  

 133,973 132,099

減：累計撥備 (12,357) (21,679)
  

應收貿易賬款 121,616 110,420
  

零至30天 122,828 124,304

31至60天 3,371 –
  

應收票據及賬單（附註） 126,199 124,304
  

附註： 應收票據及賬單為由向客戶收取的銀行發出之承兌票據。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貿易採購的一般信貸期為30至60天。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按各發票日期於呈報期間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天 345,807 357,207

31至60天 33,051 42,571

61至90天 12,706 4,556

超過90天 11,199 16,023
  

 402,763 42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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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
2.5港仙），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
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或前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
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呈交予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6室。

市場及業務回顧

業務回顧

這次是本集團的業績首次錄得虧損，管理層為此深感遺憾。儘管業務在本年首季表現穩健，然而在
過去數月卻急轉直下，導致本集團未能達到銷售目標，而毛利率亦見下降。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本集團在轉型至「高增值」ODM業務的過程中，受到兩個不利因素影響。首先，由於客戶需求大幅
減少，引致我們的傳統公開市場手機業務出現萎縮。公開市場客戶不僅面臨市場需求下滑，其中部
份客戶還要面對第三方的知識產權訴訟，使銷售訂單突然大減，隨後競爭者在市場上出現恐慌性拋
售，令本集團的公開市場手機業務出現虧損，而公開市場手機的銷售較早前急跌約五成。其次，我
們預期的高端ODM業務未能在上半年實現，這部分是由於TD-SCMDA招標情況有變，此外也因為
我們在轉型過程中面臨內部挑戰。我們需要繼續努力改善集團組織架構、業務流程、考核及獎勵計
劃，以達到頂級客戶新訂的委任標準。另一方面，要改變數以千計員工的觀念也極為艱巨。因此，
業務轉型比預期困難，需時較長。而由於預計多個高端ODM項目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才開始付
運，因此高端ODM項目未能抵銷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公開市場分類業績倒退的情況。

無線模塊分類中2.5G模塊的付運量比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增加，但TD-SCDMA模塊則受需求下降及價
格競爭激烈影響，付運量大幅減少。另外，由於TD-SCMDA模塊的平均售價較高，2.5G模塊貨量增
加卻未能抵銷價格差距，加上部分模塊銷量增長是來自如中國般的低成本地區，這些地區的平均售
價偏低，而毛利率表現一般，因此，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無線模塊分類的銷量微降
6%，收入也減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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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決心推行轉型為「高增值」ODM的策略，而我們從市場中了解到，唯有差異化的業務模式才可
長期維持盈利增長。本集團憑著優質服務和品質，滿足頂級品牌ODM客戶的嚴格要求，最終定能脫
穎而出。我們比其他公司更早開始轉型，將享有領先優勢。因此，我們認為虧損僅屬過渡階段，並
對業務前景表示樂觀。

展望

管理層對下半年的業績，尤其是第四季度充滿信心。本集團的轉型已穩步向前。我們已通過日本營
運商的首次評估，正期待在日本市場推出首個手機型號。而單是來自兩名日本及兩名國內ODM客
戶的需求，已足以支撑本集團下半年手機業務的目標。我們並不期望公開市場分類有所增長，事實
上，本集團是在權衡利弊後，才決定減少這低門檻及無利可圖的業務。數年前，我們未能料到我們
的品質能夠滿足日本本土市場的要求、客戶群能包括全球要求最高的品牌手機供應商，以及我們的
產品可迎合高端手機市場。現時，我們投資在最先進的技術，包括4G及開發高端3G智能手機及平板
電腦。本集團的目標為二零一一年下半年3G智能手機的供貨及銷售將超過本集團之前匯報的任何業
績，將佔3G手機銷售約80%。我們專注果斷，並努力不懈，致力將夢想成真。管理層有信心，我們
的實踐能力將引領本集團進入快速盈利增長的時期。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減
少37.21%至1,265,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015,100,000港元）。銷售額減少主要由於公開市場分
類的中低端解決方案需求下降，以及日本和南韓客戶於去年推出之手機項目早於預期終止，而兩者
新的智能手機項目要待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才付運。因此，轉型期內手機及解決方案的銷售較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減少。無線通訊模塊的銷售亦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由於TD-SCDMA的需求疲弱所
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毛利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大幅減少49.34%至123,2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243,200,000港元），而毛利率也下調至9.74%（二零一零年：12.07%）。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虧
損18,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108,200,000 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 1.2港仙（二零一零年：每
股基本盈利為7港仙）。



15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毛利╱ 毛利╱
 收入 付運量 （虧損） （虧損）率 收入 付運量 毛利 毛利率
 百萬港元 千具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千具 百萬港元 %

手機及解決方案 934 5,406 76 8.16% 1,583 8,031 169 10.73%

顯示模塊 58 1,047 (4) (6.25%) 67 1,761 6 8.83%

無線通訊模塊 273 2,968 51 18.59% 365 3,145 68 18.48%
        

總計 1,265 9,421 123 9.74% 2,015 12,937 243 12.07%
        

手機及解決方案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3G/3.5G手機解決方案之收入增加74%，有賴中國聯通網絡的WCDMA解決方
案及中國電信網絡的CDMA解決方案的銷售均有所增長。與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相比，2G/2.5G手機解
決方案之收入減少 53%。由於公開市場的客戶需求驟然下降，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相比，手機及解
決方案的銷售減少41%。毛利率減少至8.16%（二零一零年：10.73%）。手機及解決方案的收入分別約
為集團總收入的27%及47%（二零一零年：43%及35%)。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推出 118種手機型號及
41個手機平台（二零一零年：100 種手機型號、46 個手機平台）。

顯示模塊

於報告期內，顯示模塊之收入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減少 11.53%，該業務並錄得虧損。本集團退出低
端顯示屏市場分類，並提升工廠設備以生產高端液晶顯示模塊，支持ODM手機解決方案。此外，本
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在研發及產能方面加大對多功能觸摸面板 (CTP)的投入。因此，顯示模塊的
銷售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產生虧損。

無線通訊模塊

無線通訊模塊之收入大幅減少25.39%，此乃由於TD-SCDMA模塊之銷售減少所致。此減幅部分被
2.5G模塊的銷售增加所抵銷。然而，由於TD-SCDMA模塊的平均售價較2.5G模塊高，導致整個分類
的收益減少。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由於若干新興市場的低成本模塊的毛利率偏低，抵銷了SI M900 

系列較高的毛利率，令整體毛利率維持在18.59%（二零一零年：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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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具有雄厚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
行存款）為863,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1,400,000港元），其中90.92%以人民
幣持有，9.07%以美元持有，其餘以港元持有。銀行結餘預期可為本集團營運資金及開發新手機及解
決方案的技術之資本支出計劃提供融資。

本公司的 137,500,000份台灣存託憑證（「台灣存託憑證」）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台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每份台灣存託憑證代表兩股本公司股份。137,500,000份台灣存託憑證指 275,000,000股本
公司股份，其中本公司按每股約1.60港元發行137,500,000 股新股份，而本公司主要股東Info Dynasty 

Group Limited轉讓137,500,000 股股份作為台灣存託憑證之相關證券。本公司籌集所得款項淨額（扣
除相關費用）約21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動用上述所得款項 79,000,000港元，
用於興建瀋陽工廠及購買機器設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35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300,000港元），包括以美元持有並須一年內到期已融資發票之銀行貸款。上述銀行借貸的年息率
介乎1.3%至3.3%。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存貨、應收貿易賬款連同應收票據及賬單以及應付貿易賬款分別為74日、35

日及70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44日、20日及52日）。週轉期與本集團就授予客戶信
貸條款及從供應商獲得之信貸條款所訂相關政策貫徹一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計算）為2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倍）。

於根據本集團之融資政策檢討現有財政狀況之後，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毋需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
用途或採納任何特定對沖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每股面值0.10港元共1,727,541,000股之普通股股份。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購回合共16,590,000股股份，而此等全部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註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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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48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55名）。本集團
為其所有香港僱員設立一項界定供款之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之
規定向中國僱員提供福利計劃。本集團亦根據僱員個別表現及本集團之表現向僱員提供酌情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於聯交所以總代價約 13,126,000港元購買合共 16,590,000股股份。除上述者外，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內之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及安排審核、薪
酬及提名（如合適）委員會主席，或當該等委員會主席缺席時，由委員會其他成員（或如未能出席時由
其正式指定代表），出席該股東週年大會回答提問。

董事會主席楊文瑛女士由於有未能預料之業務事宜，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執行董事兼本集團財務總
監陳達榮先生，代表董事會主席主持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及回答提問。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
成員王祖同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廖慶雄先生亦出席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
並回答本公司股東提問。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
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條文。本公司在進行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報告期間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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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審閱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進行審閱，
並已發出無保留意見審閱報告。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站 (www.sim.com)及香港聯合交所易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刊
登。二零一一年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將載入相同網站。

致謝

董事會感謝本集團之股東、客戶、供應商、往來銀行及專業顧問對本集團給予支持，本人並為本公
司所有員工於本報告期間盡忠職守作出貢獻致謝。

承董事會命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王祖同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文瑛女士、王祖同先生、王曦先生、張劍平先生、唐融融女士
及陳達榮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慶雄先生、謝麟振先生及董雲庭先生。

本公佈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相信」、「擬」、「預期」、「預計」、「估計」、「預測」、「抱有信心」、「有
信心」及類似詞彙亦擬表示前瞻性陳述。此等陳述並非歷史事實，亦不是對未來表現之擔保。實際結
果可能會與此等陳述所表示、暗含或預測的情況有重大差別。此等前瞻性陳述乃本公司董事及管理
層根據業務或業內所經營的市場現況、目前信念、假設、期望、估計及預測而作出，會因為風險、
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而受影響。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