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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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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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A.S. Dragon Holdings Limited
時捷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4）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2,580.4 2,014.1 +28%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68.0 49.7 +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0.6 30.7 +32%

每股基本盈利 15.51港仙 11.78港仙 +32%

每股中期股息 3.0港仙 3.0港仙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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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時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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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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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580,429 2,014,093
銷售成本  (2,439,219) (1,891,860)
   

毛利  141,210 122,233

其他收入  4,533 2,123
分銷及銷售支出  (26,761) (25,067)
行政支出  (58,395) (56,360)
融資成本  (5,751) (3,36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3) (28)
   

除稅前溢利  54,763 39,533
所得稅支出 3 (7,894) (5,264)
   

本期間溢利 4 46,869 34,26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72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885)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7,256 34,269
   

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0,647 30,669
 非控股權益  6,222 3,600
   

  46,869 34,269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951 30,669
 非控股權益  6,305 3,600
   

  47,256 34,269
   

已派發股息 5 31,457 17,039
   

每股盈利 6

 基本  15.51港仙 11.78港仙
   

 攤薄  – 11.7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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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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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27,200 127,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210 159,580
 預付租賃款項  8,945 8,650
 商譽  17,829 17,82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20 675
 可供出售投資  16,151 17,036
 其他非流動資產  3,278 3,278
   

  331,233 334,248
   

流動資產
 存貨  490,324 379,24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34,792 435,639

 應收票據 7 5,484 22,556

 預付租賃款項  185 177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87,978 65,213

 可收回稅項  – 7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067 19,6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7,110 421,820
   

  1,445,940 1,344,35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467,154 392,369
 應付票據 8 80,060 122,202
 衍生金融工具  6,321 6,321
 稅項負債  14,957 11,502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626,469 576,382
   

  1,194,961 1,108,776
   

流動資產淨值  250,979 235,5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2,212 56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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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214 26,214

 股份溢價及儲備  474,401 464,9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00,615 491,121

非控股權益  57,694 51,389
   

權益總額  558,309 542,51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4,375 17,500

 遞延稅項負債  9,528 9,819
   

  23,903 27,319
   

  582,212 56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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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重估值或公平值（按適用情況）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或經
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方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 詮釋第19號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報告的金額及╱ 

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的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已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後頒佈，惟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單獨財務報表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資2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1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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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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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產品及服務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主要業務產品及服務收入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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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銷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 2,563,487 1,986,913

辦公樓租金 1,313 1,990

其他 15,629 25,190
  

 2,580,429 2,014,093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位於不同原籍地，包括中國內地及香港。

以下為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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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集團實體之原籍地
 －中國內地 1,334,562 1,128,916

 －香港 945,825 650,667

其他地區
 －台灣 265,919 200,285

 －其他 34,123 34,225
  

 2,580,429 2,01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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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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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 7,894 5,264
  

香港利得稅乃依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 ）計算。

4. 本期間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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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7,381 6,749

利息收入 (304) (333)

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362) (333)
  

5. 已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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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派發上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2.0港仙
 （二零一零年：6.5港仙） 31,457 1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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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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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0,647 30,669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2,140,720 260,374,053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購股權 – 337,57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2,140,720 260,711,62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
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計入
具攤薄影響之購股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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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呆賬準備）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46,998 301,403

30日內 88,934 86,009

超過30日但於60日內 12,228 9,365

超過60日但於90日內 1,082 2,182

超過90日 25,360 25,09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74,602 424,057

其他應收款項 65,674 34,138
  

 540,276 458,195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120日不等之信貸期。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61,472 324,536

30日內 98,236 100,906

超過30日但於60日內 19,808 12,410

超過60日但於90日內 2,793 85

超過90日 9,452 12,33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491,761 450,274

其他應付款項 55,453 64,297
  

 547,214 51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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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一零年：3.0港仙）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股息單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進行登記。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銷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適逢傳統淡季，加上日本地震危機及全球疲敝不穩經濟，電
子元件行業因而受到負面影響。儘管市場滿佈挑戰，本集團專注中國市場之策略
繼續取得回報。主要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LED電視及綠色能源照明產品在中國
之強勁市場需求帶動，本集團核心分部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29%。

流動電話產品

隨著市場接受谷歌安卓作業系統等公共軟件平台後，中國製造的智能手機成為移
動市場上增長最快之分部。多間中國智能手機原設備製造商成功以安卓公版平台
於出口及內地市場推出彼等之手機，售價更較同業國際品牌低30%至50%。本集團
藉向各個中國手機原設備製造商提供智能手機解決方案獲利，並把握了中國智能
手機市場增長高於預期所帶來之機會。

消費電子產品

本集團繼續抓住中國政府實施「家電下鄉補貼計劃」、「節能家電補貼計劃」及「家電
以舊換新計劃」所帶來之機會。另外，個人平板電腦日益流行、電器用品技術更新
及更換LED電視之需求，均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收入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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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產品

多國政府繼續進行推廣綠色能源照明產品之計劃。本集團利用其工程專業知識
為多間大中華區的LED照明產品製造商提供一站式LED照明解決方案。於回顧期
內，本集團LED半導體業務之銷售收入約為84,000,000港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之
57,000,000港元比較，按年上升47%。與此同時，本集團亦以 品牌為多間
酒店、學校、百貨商場、零售店、辦公室及工廠完成各種室內外商業LED項目。儘
管與本集團的整體收入及利潤相較，有關項目帶來之貢獻仍微不足道，本集團認
為此分部極具增長潛力。

物業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六個投資物業（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六個），均為位於香港之商業單位。投資物業之總賬面值達127,2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7,200,000港元）。

上述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為1,3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000,000港元），按
年計之回報率為2.1%（二零一零年：3.3%）。

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復甦之基礎還不牢固，憑藉本集團強大之工程及設計能力，以及為
客戶提供快捷之物流支援，本集團有信心將繼續取得優勢。憑藉其多元化之元件
供應商，本集團將繼續向客戶提供最佳之應用方案，並已作好準備把握智能手機、
個人電子設備及其他綠色能源產品之商機。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於中國及台
灣發掘未來增長機會，為股東帶來更高回報。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入增長28.1%至2,580,429,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2,014,093,000港元），毛利增長15.5%至141,21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122,233,000港元），而EBITDA（指毛利加其他收入，減分銷及銷售支出及行
政支出，再加折舊及攤銷）增長36.8%至67,96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9,678,000港
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增加32.5%至40,64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0,669,000港
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5.51港仙（二零一零年：11.7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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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2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1% )，淨資本負債比率為4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 ），乃根據
本集團之借貸淨額（以銀行借貸總額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減透過損益以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計算）約225,68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215,000

港元）及權益總額558,30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2,510,000港元）
計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應收款項周轉期約為33日（二零一零年：39日），乃以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金額除以同期之銷售額，再乘以181

日計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存貨周轉期及應付款項周轉期分別約為36日及37日（二零
一零年：分別約為42日及38日），乃以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以及貿易應付
款項及應付票據金額除以同期之銷售成本，再乘以181日計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出淨額99,435,000港元及銀行貸款淨額增加
46,962,000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經營現金流入淨額45,849,000港元及用於
償還銀行借貸淨額43,595,000港元。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若干銷售及採購和銀行存款及借貸是以外幣進行的，令本集團面對外幣
風險。

本集團現時並無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將考慮
於有需要時使用對沖工具。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僱用約450名僱員。本集團確保其
僱員獲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退休供款計劃及醫療保險。同時，
亦根據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予酌情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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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以下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予以區分，並且不可以
由同一人擔任。經考慮本集團之現時業務及規模，董事會認為由嚴玉麟先生擔任
本集團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為可接受並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予重選。非
執行董事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之一在任董事須於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故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
之企業管治常規已接近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項操守準則，其條款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10

所載之標準守則所規定之要求（「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
有董事確認彼等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
納之操守準則。

中期報告

本 公 司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向 股 東 寄 發 及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sasdragon.com.hk)刊載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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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玉麟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嚴玉麟先生、黃瑞泉先生、駱瑞祥先生及劉
秉璋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張樹成博士，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治焜先生、廖俊寧
先生、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及王得源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