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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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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SUN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概覽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62,426 357,215
分類EBITDA（扣除未分配項目前） (124,373) (61,92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2,842 28,778

期內虧損 (144,802) (81,646)  

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6,616) (76,062)
－非控股權益 (8,186) (5,584)  

(144,802) (81,64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元） (0.05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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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權益總額 2,692,281 2,939,042
流動資產淨額 1,013,179 1,288,642
資產總值 3,046,373 3,392,509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1.007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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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62,426 357,215

銷售成本 6 (213,288) (308,184)  

毛利 49,138 49,031
其他收入 4 6,833 7,82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546 (1,815)
銷售開支 6 (50,783) (35,094)
行政費用 6 (156,489) (129,795)
無形資產減值 6 (24,558) –  

經營虧損 (175,313) (109,84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3 32,842 28,778

融資成本 8 (895) (7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3,366) (81,801)

所得稅（開支）╱抵免 9 (1,436) 155  

期內虧損 (144,802) (8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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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6,616) (76,062)
－ 非控股權益 (8,186) (5,584)  

(144,802) (81,646)  

每股港元 每股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0.05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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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44,802) (81,646)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6,484) 14,496
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00) 180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3,894) 4,71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55,280) (62,259)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7,045) (58,190)
－ 非控股權益 (8,235) (4,069)  

(155,280) (6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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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333 2,40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655 110,184
租賃土地 37,639 38,277
無形資產 83,116 100,84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3 1,406,794 1,373,36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9,806 23,800
長期按金 11 2,765 2,839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81,108 1,651,720  

流動資產
存貨 119,947 121,75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 11 361,526 441,34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659 –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
金融資產 10,922 10,491

結構性存款 56,17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6,038 1,167,201  

流動資產總額 1,365,265 1,740,789  

資產總額 3,046,373 3,392,509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6,684 6,684
儲備 2,625,517 2,806,303  

2,632,201 2,812,987
非控股權益 60,080 126,055  

權益總額 2,692,281 2,93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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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06 1,32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06 1,3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302,093 423,107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9,275 –
當期所得稅負債 7,516 5,595
借款 23,202 23,445  

流動負債總額 352,086 452,147  

負債總額 354,092 453,467  

權益及負債總額 3,046,373 3,392,509  

流動資產淨值 1,013,179 1,288,64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94,287 2,940,362  



– 8 –

附註：

1. 一般資料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電訊解決方案、提供金融解決方案
及提供支付解決方案以及銷售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Bermuda。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所指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獲批准刊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本集團收購新創服務有限公司（「新創」）餘下20%股本權益，代價為
96,000,000港元。由於此交易，新創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已付代價及收購資產淨
值股份之差額57,743,000港元於本期間在權益內扣除。

期內，經計及最近經營環境及市況後，由於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分類持續蒙受虧損，
故商譽減值24,558,000港元已於期內在簡明綜合收益表中獲確認。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誠如有關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

中期之收益稅項乃按適用於估計全年盈利總額之稅率應計。

(a) 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會計年度，概無對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新
訂及經修訂之準則為生效且預計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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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下列是已發出但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仍未生效的新準則和對現
有準則的修改，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針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和取消確認。
該準則不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前應用，但可提早採納。如採納，此準則將尤其
影響本集團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會計入賬，因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只容許非為
交易目的所持有權益工具在其他綜合收益中確認公允價值利得和虧損。例如可供
出售債務投資的公允價值利得和虧損，因此將需要直接在損益中確認。

由於新規定只影響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加上本
集團並無任何此等負債，因此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入賬並無影響。取消確認原則轉
移自香港會計準則39「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且並無變動。本集團尚未決定何時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合併財務報表」建基於現有原則上，認定某一主體是否應包
括在母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內時，控制權概念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此準則提供額外
指引，以協助評估難以評估時控制權的釐定。本集團仍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

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10。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在其他主體權益的披露」包含在其他主體所有形式的權益的
披露規定，包括合營安排、聯營、特別用途工具和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本集團
仍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2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公允價值計量」目的為透過提供一個公允價值的清晰定義和
作為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規定的單一來源，以改善一致
性和減低複雜性。此規定並不延伸至公允價值會計入賬的使用，但提供指引說明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內有其他準則已規定或容許時，應如何應用此準則。本集團仍未
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3的全面影響，並有意不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

香港會計準則19 (修改 )「職工福利」刪除了區間法和按凈注資基準計算財務成本。本
集團尚未評估香港會計準則19修改的影響。

沒有其他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
告而預期會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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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電訊解決方案、提供金融解決方案及提供支付解決方案以及銷售電
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於期內已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提供電訊解決方案 87,592 88,165

提供金融解決方案 56,076 33,121

提供支付解決方案 28,010 21,911

銷售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77,546 210,942

提供支付結算服務（附註） 12,543 3,076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特許權收入 659 –  

262,426 357,215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929 4,379

退還增值稅 1,907 –

補貼收入 204 1,368

租金收入 1,255 891

其他 538 1,186  

6,833 7,82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 (400)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8 380

按公平值計入溢利或虧損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538 90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攤薄虧損 – (1,885)  

546 (1,815)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69,805 363,224  

附註： 此項指來自於日本提供支付結算服務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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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管理層根據董事會審閱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內部報告而釐定業務分類。

董事會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

於內部報告，本集團分為四大業務分類：

(a) 電訊解決方案－主要從事提供電訊平台運營服務及運營增值服務；

(b) 金融解決方案－主要從事向財務機構及銀行提供資訊系統諮詢及集成服務和銷售
資訊科技產品；

(c) 支付解決方案－主要從事提供移動付款平台運營服務及移動及無線付款解決方案
及服務；及

(d)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主要從事產銷電能計量產品、數據收集終端及提供資訊
系統諮詢服務及研發低壓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PLC」）。

本集團期內之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電訊
解決方案

金融
解決方案

支付
解決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營業額 87,592 59,011 29,239 77,546 13,202 266,590
分類間營業額 – (2,935) (1,229) – – (4,164)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87,592 56,076 28,010 77,546 13,202 262,426      

扣除無形資產減值前之除利息、
稅項及折舊及攤銷前
分類盈利╱（虧損）（「EBITDA」） 13,255 (30,296) (52,637) (24,862) (5,275) (99,815)

無形資產減值 – – – (24,558) – (24,558)      

分類EBITDA 13,255 (30,296) (52,637) (49,420) (5,275) (124,373)
折舊 (4,271) (3,737) (2,427) (3,619) (1,880) (15,934)
攤銷 – – – (3,705) – (3,705)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8,984 (34,033) (55,064) (56,744) (7,155) (144,012)
未分配其他收入 2,620
未分配企業開支 (33,92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2,842
融資成本 (89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3,366)
所得稅開支 (1,436) 

期內虧損 (14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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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電訊
解決方案

金融
解決方案

支付
解決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集團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營業額 88,165 33,121 21,911 210,942 3,076 357,215

分類間營業額 – – – – –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88,165 33,121 21,911 210,942 3,076 357,215      

分類EBITDA 12,723 (30,556) (17,159) (14,865) (12,069) (61,926)

折舊 (4,726) (8,975) (1,551) (3,642) (1,237) (20,131)

攤銷 – – (4,330) (3,617) – (7,947)      

分類經營溢利╱（虧損） 7,997 (39,531) (23,040) (22,124) (13,306) (90,004)

未分配其他收入 143

未分配企業開支 (19,98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8,778

融資成本 (7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81,801)

所得稅抵免 155 

期內虧損 (81,64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非流動資產添置如下︰

電訊
解決方案

金融
解決方案

支付
解決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未分配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620,847 212,771 297,165 493,657 285,599 2,925,853 (1,789,519) 3,046,373        

分類負債 (64,081) (196,750) (521,310) (266,709) (336,715) (758,046) 1,789,519 (354,092)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添置（不包括
長期按金、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803 163 22,364 408 6,612 – – 3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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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非流動資產添置如下︰

電訊
解決方案

金融
解決方案

支付
解決方案

電能計量
產品及

解決方案 其他 未分配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分類資產 571,290 151,581 177,802 636,540 277,485 2,157,571 (579,760) 3,392,509        

分類負債 (36,612) (62,417) (286,468) (350,538) (292,295) (4,897) 579,760 (453,467)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添置（不包括
長期按金、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20 312 1,438 9,410 14,027 – – 26,307        

未分配企業開支指所有分類所用成本，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43,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9,000港元）、投資物業折舊7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000港元）及租賃土地攤銷379,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79,000港元）。

非流動資產添置包括對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添置，包括透過業務合併進行收
購產生的添置。

向董事會就總資產及總負債提供之金額採用與財務報表一致的方法計量。該等資產及負
債按分類的業務而分配。

分類間之銷售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向董事會匯報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採用與損益表
一致的方法計量。

本集團主要業務地為香港及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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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性質區分之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開支、行政費用及無形資產減值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050 7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177 20,670

投資物業折舊 76 54

租賃土地攤銷 518 514

無形資產攤銷 3,566 7,812

僱員褔利開支 166,669 140,516

售出存貨成本 102,893 206,366

土地及樓宇之營業租賃租金 14,935 11,470

設備之營業租賃租金 8,955 6,646

研究及開發成本 55,225 37,85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262) 182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 (3,329)

存貨減值撥備 279 –

無形資產減值（附註） 24,558 –  

附註：

經計及最近經營環境及市況後，由於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分類持續蒙受虧損，故管
理層認為此分類於本期間商譽24,558,000港元已出現減值。

7. 外匯淨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收益表中計入行政費用之外匯淨虧損達7,974,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匯淨收益為3,183,000港元）。

8.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895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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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抵免 )

期內，香港利得稅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海外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
適用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1,965 1,441

遞延所得稅 (529) (1,596)  

所得稅開支╱（抵免） 1,436 (155)  

10.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136,616) (76,06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673,430 2,673,430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元） (0.051) (0.028)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按假定所有潛在攤薄股份可轉換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目計算。本公司擁有兩類潛在攤薄股份：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及一間
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優先股乃假定為可轉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而購股權則假定為可悉數歸屬及獲行使為該附屬公司之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此乃由於轉換有關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尚
未轉換之可換股優先股以及一間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之潛在普通股，將對每股
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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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部分
應收賬款（附註 (a)） 315,224 384,90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1,124) (21,248)
應收票據（附註 (b)） 24 –  

294,124 363,657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67,402 77,688  

361,526 441,345

非即期部分
長期按金 2,765 2,839  

364,291 444,184  

附註 (a)：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債務人的信貸期由0至180日不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90日 184,889 259,240
91至180日 20,034 19,114
181至365日 54,221 63,780
365日以上 56,080 42,771  

315,224 384,905  

附註 (b)： 應收票據

該結餘指到期日為少於六個月的銀行承兌匯票。

應收票據的到期狀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4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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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附註 (a)） 188,799 232,417
應付票據（附註 (b)） 18,917 18,2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4,377 172,400  

302,093 423,107  

附註 (a)： 應付賬款

本集團之供應商給予之信貸期由0至180日不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90日 138,008 151,170
91至180日 9,977 41,331
181至365日 28,479 31,394
365日以上 12,335 8,522  

188,799 232,417  

附註 (b)：應付票據

該結餘指銀行承兌匯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6,873 18,290
91至180日 2,044 –  

18,917 1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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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373,366
應佔溢利 32,842
應佔其他全面虧損 (3,894)
應佔其他儲備 4,48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406,79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285,714
應佔溢利 28,778
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4,711
攤薄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88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17,318 

14.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或宣派普通股股息（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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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營業額* EBITDA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電訊解決方案 87,592 88,165 -1% 13,255 12,723 +4%

金融解決方案 56,076 33,121 +69% (30,296) (30,556) -1%

支付解決方案 28,010 21,911 +28% (52,637) (17,159) +207%

電能計量產品及
解決方案 77,546 210,942 -63% (49,420) (14,865) +232%

其他 13,202 3,076 +329% (5,275) (12,069) -56%    

合計 262,426 357,215 -27% (124,373) (61,926) +101%

折舊 (15,934) (20,131) -21%
攤銷 (3,705) (7,947) -53%  

分類經營虧損 (144,012) (90,004) +60%
未分配其他收入 2,620 143 +1,732%
未分配企業開支 (33,921) (19,988) +7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2,842 28,778 +14%
融資成本 (895) (730) +23%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3,366) (81,801) +75%
所得稅（開支）╱抵免 (1,436) 155 -1,026%  

期內虧損 (144,802) (81,646) +77%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高陽科技（中國）
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為262,400,000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下降 27%。分類經營虧損
於期內為 144,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分類經營虧損則為 90,000,000港
元。期內虧損合共為 144,8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則為虧損 81,600,000
港元，虧損上升主要因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解決方案
及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分類之經營虧損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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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而言，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總值為3,046,400,000
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39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的流動資產淨值為1,013,2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1,288,600,000港元。

主要投資及融資活動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本公司分別與兩名賣方訂立兩份買賣協議，據此，
賣方各自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新創服務有限公司（「新
創」）已發行股本合共20%，總代價為96,000,000港元。完成時，本公司於新創之持
股權益由80%增至100%，新創因而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該項收購已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完成。

主要經營業務

期內四大主要業務分類之表現載列如下：

電訊解決方案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7,592 88,165 -1%
EBITDA 13,255 12,723 +4%
經營溢利 8,984 7,997 +12%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分類營業額達87,6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則
為88,200,000港元。分類EBITDA及分類經營溢利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維持相對
穩定。中國移動 IVR業務已從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轉入中國移動江蘇基地管
理。現時，本集團之 IVR平台已重新定義為能力平台，提供以語音為主的綜合服
務，而我們將我們的 IVR平台逐步升級為WAVE (Web Audio Video Engine)平台，該
平台為終端用戶提供語音、數據、視頻、互聯網內容等綜合服務。在為中國移
動提供全國 IVR平台將繼續成為電訊解決方案分類主要收入來源的同時，若干
新業務例如是無線應用業務、手機遊戲及動漫等均在發展推動中。該等新業務
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為收入來源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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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解決方案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6,076 33,121 +69%
EBITDA (30,296) (30,556) -1%
經營虧損 (34,033) (39,531) -14%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於本期間，分類營業額為56,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33,100,000港元
增加69%。分類經營虧損合共為 34,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則為分
類經營虧損39,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中國商業銀行持續在電子渠道建設
加大系統投資，並加速建設海外分行的網絡。收入增加及經營虧損減少乃由於
我們於以往數年在跨行業解決方案上主張堅持創造更穩定、更可持續及經常
收入來源及發展項目，加上採納更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支付解決方案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8,010 21,911 +28%
EBITDA (52,637) (17,159) +207%
經營虧損 (55,064) (23,040) +139%

*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目前，我們的支付解決方案分類主要從事與中國移動攜手經營和發展的首個全
國移動支付平台及解決方案以及其他相關服務。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我們的
支付解決案分類錄得營業額28,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則為21,900,000
港元，增加28%。期內，分類經營虧損為55,1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則為23,000,000港元，虧損上升主要由期內於多項創新支付相關的增值服務及
解決方案的初步發展階段作出大幅投入及分類員工人數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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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變動 +/(-)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7,546 210,942 -63%
商譽減值 (24,558) – 不適用
EBITDA (49,420) (14,865) +232%
經營虧損 (56,744) (22,124) +156%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分類收入為 77,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下降
63%。分類經營虧損合共為56,7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則為分類經營
虧損22,100,000港元。收入下降及經營虧損增加主要由於 (i)產品付運總額較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所預期下降，此乃由於市場競爭加劇所致；(ii)自二零一一年第
三季起低壓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PLC」）的研發產生額外成本；及 (iii)我們的電
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之商譽出現的一次性非現金減值 24,600,000港元，
反映管理層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於行業及現時經濟環境中有關業務模型的
急促演進上作出審慎保守的判斷。

展望

電訊解決方案

高陽與中國移動訂立協議以為其提供唯一的全國 IVR平台，本集團因其所帶來
經常性收入來源而繼續受惠。作為中國移動動漫基地的優秀合作夥伴，我們將
進一步拓展手機遊戲及動漫等移動互聯網業務的發展。同時今年我們成為了
動漫基地最大的終端軟體發展支援服務提供者之一，總計開發了包括九種手
機作業系統的十四個平台，適配了近兩百款手機，相信相關的業務收入在未來
也將獲得一定的增長。此外，我們一直於不同層面推廣無線應用業務，預期將
為本集團帶來新收入來源。

金融解決方案

最近，中國商業銀行持續在電子渠道建設加大系統投資，並加速建設海外分行
的網絡。憑藉我們在建設國內銀行海外分行的核心系統擁有豐富經驗，加上對
海外監管和會計準則的深入瞭解，我們得以利用我們的專業以於未來商機中
穩佔優勢。為擴張客戶基礎及擴大市場廣度，我們將以金融業的專業、高品質
產品與服務能力，導向非金融客戶，以滿足其服務需求。鑑於近來中國人民銀
行（「人行」）發出多項第三方支付牌照，我們預期可拓展更多於傳統金融業前所
未有的市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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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解決方案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國移動手機支付業務繼續高速發展，用戶數目和交易規
模持續快速增長。六月份，中國移動與中國銀聯簽署移動支付合作框架協定，
共同推動跨行業標準和受理環境的改善。本年度，遠端支付交易規模有望再創
新高；現場支付會逐步全國推廣。同時，我們積極探索與移動支付結合緊密的
移動增值應用，為手機支付用戶提供商戶的優惠資訊，未來在NFC支付中會有
更好的一鍵式組合支付體驗。該專案在深圳移動做試點，目前已發展用戶超過
一百多萬。目前試點情況良好，預計下半年會逐步擴大收入規模。我們預計在
商業銀行，中國銀聯、電信運營商等業內參與者的共同強力持續推動下，未來
數年手機支付業務將會繼續高速增長。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於二零一二年，國家電網將繼續制定推進智能電網建設的計劃。預計隨著價格
政策的逐步推行，用電資訊採集系統設備等電網智慧化投資進一步延伸，作為
智慧電網配電及用電環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預計電能計量數據採集設備
需求將會快速增長；另外，預計農網電能表需求也會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我們繼續研發低壓電力線載波通信技術（「PLC」）。此外，我們將致力加
強產品品質及提高生產力，以應付市場急速發展帶來的種種挑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總資產3,046,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392,500,000港元），來自總負債354,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3,500,000港元）及權益2,692,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939,000,000港元）。資產淨值則為2,692,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939,00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為每股1.007港元，而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每股 1.099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為0.0086，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0.0080。這資本負債比率被視為健康，適合本集團
業務持續增長所需。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6,0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7,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
淨額為792,800,000港元，相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143,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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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及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約196,600,000港元、261,400,000港
元、221,600,000港元、136,200,000港元及200,000港元，分別以人民幣、港元、美元、
日圓及歐元列值。

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報告披露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行任何重大
的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

匯率風險

本集團產生之收益、進行採購及支付之費用主要以美元、人民幣、日圓及港元
列值。目前，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工具對沖本集團之匯率風
險。倘港元、人民幣或日圓之匯率出現任何重大波動，均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
業績造成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總數為2,354人。僱員按部門細分如下：

電訊解決方案 400
金融解決方案 452
支付解決方案 659
電能計量產品及解決方案 709
其他 98
總部 36 

2,354 

本集團確保其薪酬待遇全面且具競爭性。僱員之薪酬包括每月定額薪金，另加
與表現掛鈎之年度花紅。本集團亦資助選定僱員參與符合本集團業務需要之
外界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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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

若干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乃用於評估本集團的表現，例如包括EBITDA。但該
等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並非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明確認可的指標，故未必可
與其他公司的同類指標作比較，因此，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不應視作經營
收入（作為本集團業務指標）的替補或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作為衡量流動資金）的
替補。提供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純粹為加強對本集團現時財務表現的整體理
解，此外，由於本集團以往曾向投資者報告若干採用非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業
績，因此本集團認為包括非公認會計原則指標可為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提供一
致性。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吸引、留聘及激勵有潛質
之僱員，以助推動日後發展及擴充本集團業務。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
集團全職僱員以及執行及非執行董事。該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生
效，除另行取消或修訂外，將由該日起計10年期間仍然有效及生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及本公佈日期，並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一家附屬公司之僱員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兆訊微電子有限公司（「兆訊微電子」），本集團的間接
附屬公司與兆訊微電子及其附屬公司的若干董事及僱員訂立六份購股權契據。
3,500,000股兆訊微電子普通股可於根據購股權契據授出的所有購股權按行使
價每股1.00港元獲行使時發行。除另有註銷或修訂者外，購股權契據將自二零
一一年九月一日起一直有效及生效，為期 36個月。

購股權契據乃為向僱員就彼等對兆訊微電子之貢獻提供獎勵而設，兆訊微電
子擬向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賦予彼等認購兆訊微電子購股權股份之權利。

根據購股權計劃，50%購股權將自購股權契據日期起計 12個月屆滿後歸屬；餘
下50%購股權則自購股權契據日期起計24個月屆滿後歸屬。購股權獲行使前，
購股權持有人無權獲派股息。倘兆訊微電子清盤，亦無加速歸屬權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本公佈日期，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
權契據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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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有關條款
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規定準則。標準守則載有關於本集團及僱員
於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時必須遵循之操守之規定準則。本公司亦已制定有關
可能取得本公司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該等
指引不低於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條款的標準要求。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按照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所載之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及經修訂企
業管治守則（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統稱為「企業管治守則」）訂立。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在制定其企業管治常規時已
應用原則，並一直遵守全部守則條文。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組織架構，確保業務運作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振輝先生、梁偉
民先生及許思濤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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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於任何與本集團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持有任何權益。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現有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維持上市規則規定之公眾持股量。

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佈登載在本公司網頁www.hisun.com.hk及香港聯交所網
頁www.hkexnews.hk上。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網頁及本公司網頁上登載，並寄發予所有股東。

以上所載二零一二年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節錄自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
報告內之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玉峰先生、渠萬春先
生、徐文生先生、李文晉先生及徐昌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張楷淳先生；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振輝先生、許思濤先生及梁偉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