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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布

卓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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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之比
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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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12,648 116,319
服務成本 (50,565) (50,858)

  

毛利 62,083 65,4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520 2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9,204) (10,408)
行政開支 (13,857) (12,328)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6 40,542 42,961
所得稅開支 7 (6,530) (7,263)

  

期內溢利 34,012 35,698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 (969)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3,043 35,698
  

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0.37港仙 0.39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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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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342 5,046
可供出售投資 11 43,270 9,896

  

47,612 14,942
  

流動資產
未完成項目 2,485 3,059
應收賬款 12 76,078 64,84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917 6,339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132 1,632
可收回所得稅 33 3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 166,353 175,971

  

251,998 251,87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23,797 20,3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635 23,498
遞延收入 1,239 –
應繳所得稅 12,735 6,696

  

60,406 50,538
  

流動資產淨值 191,592 201,33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9,204 216,28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5 305

  

資產淨值 238,899 215,97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300 2,300
儲備 236,599 213,676

  

權益總額 238,899 21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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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 169,311 215,976

期內溢利 – – – – 34,012 34,01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 – – – (969) – (9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969) 34,012 33,043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確認為分派 – – – – (10,120) (10,12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969) 193,203 238,89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 119,624 166,289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確認為分派 – – – – (10,120) (10,12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35,698 35,69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 145,202 19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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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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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34,557 49,61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2,617) (22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120) (10,12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28,180) 39,27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2,371 129,39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附註13） 124,191 16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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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多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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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後頒布，惟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1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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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識別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定期按綜合基準審閱提供財經印刷
服務產生之收益及經營業績，並將該等業務視作單一經營分部。

本集團於香港經營，故概無呈列地區資料。

4. 營業額
本集團期內營業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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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印刷服務：
 －印刷及翻譯 102,885 103,537
 －廣告刊登 9,763 12,782

  

112,648 116,319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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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539 12
公司債券之利息收入 144 –
股息收入 26 –
匯兌收益淨額 790 –
出售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收益 20 –
雜項收入 1 224

  

1,520 236
  

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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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02 1,1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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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該兩段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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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6,530 7,263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34,01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35,69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9,20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200,000,000股）計算。

由於該兩段期間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斥資約4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7,000港元）購入物
業、廠房及設備。

11.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權投資，按成本 9,896 9,896
公司債券，按公平值 7,453 –
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25,921 –

  

43,270 9,896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期內可供出售投資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9,896
添置 34,343
公平值虧損淨額 (96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4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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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天信貸期。應收賬款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61,418 49,232
91至180天 9,100 9,592
181至270天 3,610 4,177
271至365天 704 1,657
365天以上 1,246 185

  

76,078 64,843
  

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74,177 52,371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定期存款 50,014 100,000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2,162 23,60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66,353 175,971

減：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2,162) (23,60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4,191 15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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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
本集團一般獲其供應商提供30至60天之信貸期。應付賬款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20,998 14,216
91至180天 1,967 4,471
181至365天 620 1,645
365天以上 212 12

  

23,797 20,344
  

15. 股本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2,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 3,000 3,000

  

已發行及繳足：
9,2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 2,300 2,300

  

16.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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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
除此等簡明財務報表其他章節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期內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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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租金開支（附註） 816 588
自關連公司收取印刷收入（附註） 366 82

  

附註： 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亦為上述關連公司之控股股東。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期內之酬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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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4,606 5,690
離職後福利 14 15

  

4,620 5,705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根據彼等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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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儘管香港經濟於上半年錄得正數增長，受到全球不明朗因素日增所影響，恒生指數由去年
高位下跌約10.3%。雖然本集團業務承受股票市場疲弱及價格競爭激烈之壓力，惟整體表
現仍屬滿意。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12,6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約116,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2%。本集團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減少5.8%至約40,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43,000,000港元）。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下
跌主要由於營業額減少所致。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34,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35,7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8%。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37港仙（二零一零年：0.39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66,4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6,000,000港元），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總值約25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51,900,000港元），流動負債總額則約為60,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0,500,000港元）。本集團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流動負債總額）為4.2（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權益總額維持於約238,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216,000,000港元）。權益總額增加，主要受年內除稅後純利帶動。本集團資
本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資產總值）為20.3%（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結構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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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計劃
本集團首要業務目標為加強其核心競爭力，矢志成為向財經業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之國際級
供應商。

本集團將視乎外圍經濟及金融環境採取審慎策略實踐擴充計劃，並將繼續物色機會與地區
合作夥伴進行策略聯盟，開拓新市場及業務發展。有見中國內地之生產成本較低及國內經
濟增長，本集團正檢討其擴充計劃，包括如首次公開招股售股章程所述於中國內地成立後
勤製作及翻譯中心。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完善其辦公室設施，精簡工作流程，並提升軟件
及設備，務求加強其業內競爭力。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總數約142名（二零一零年：約134名）。本集團
於回顧期間之員工成本約為24,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24,700,000港元）。員工成本包
括薪金、佣金、花紅、其他津貼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推行定額供款計劃及為所有員工提供醫療保險。本集團之僱員薪酬待遇基本上參考一般市
場慣例、僱員職務及職責以及本集團財務表現釐定。

所持重大投資
除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並無購入任何重大投資或物業。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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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持有多項定息財務資產，其中包括銀行存款及公司債劵。由於並無利率變動之重大
財務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利率對沖政策。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港元」）進行業務交易。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大部分銀行
及現金結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由於人民幣相對穩定及有升值壓力，故所面對外匯
風險有限。所持有之其他非港元資產則相對較少。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採
納任何外匯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批准及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
劃，據此，選定類別參與人士可獲董事會酌情授出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棣謙先生、吳智明先生及龍洪
焯先生。葉棣謙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
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

前景
展望未來，香港經濟及財務基礎仍然穩健。然而，近期全球股票市場受到美國經濟恢復緩
慢、歐洲國家債務危機及亞洲利率上升所影響。本集團仍對下半年之業務前景抱持審慎樂
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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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透過不斷提升及改善其技術專業知識及全球派遞網絡加強競爭力。本集團正
檢討在中國內地設立製作及翻譯中心之計劃。本集團亦致力拓展跨境業務網絡，如與海外
財經印刷公司締結策略聯盟，致力擴大客戶基礎。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所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

刊發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布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ioneholdings.com)刊載。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送交股東以及於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卓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永賢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李永賢先生（執行董事兼主席）及劉偉樹先生（執行董事）；吳智明
先生、龍洪焯先生及葉棣謙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