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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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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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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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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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16,727 1,265,378
銷售成本  (1,185,308) (1,142,168)
   

毛利  131,419 123,210
其他收入 5 29,630 24,571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20,652) 25,905
研究及開發費用  (91,911) (76,326)
銷售及分銷成本  (53,758) (47,821)
行政開支  (58,065) (64,038)
融資成本  (2,433) (3,497)
   

除稅前虧損  (65,770) (17,996)
稅項計入（扣除） 6 2,494 (2,810)
   

本期虧損 7 (63,276) (20,806)
   

下列各項應佔本期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8,282) (18,748)
　非控股權益  (4,994) (2,058)
   

  (63,276) (20,806)
   

每股虧損（港仙） 9
　基本及攤薄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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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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 (63,276) (20,806)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換算至呈列貨幣產生的匯率差額 (10,204) 35,571
  

本期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73,480) 14,765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7,800) 16,251

　非控股權益 (5,680) (1,486)
  

 (73,480) 1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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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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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81,637 273,023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8,196 684,271
　土地使用權  96,163 98,401
　商譽  7,321 28,321
　無形資產  132,756 180,432
　遞延稅項資產  20,663 17,946
　可供出售投資  16,470 16,605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5,522 11,680
   

  1,268,728 1,310,679
   

流動資產
　存貨  519,444 620,729
　發展中的銷售物業  232,081 206,772
　應收貿易賬款 10 256,733 105,512
　應收票據 10 296,352 631,521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01,780 293,54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62,190 171,890
　銀行結餘及現金  352,604 500,817
   

  2,221,184 2,530,78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569,346 871,302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款項  424,654 327,327
　銀行借貸  438,449 511,472
　應付稅項  2,385 5,214
   

  1,434,834 1,715,315
   

流動資產淨值  786,350 815,4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5,078 2,126,15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0,500 170,500
　儲備  1,751,880 1,815,9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22,380 1,986,466
非控股權益  82,744 88,424
   

權益總額  2,005,124 2,074,8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9,954 51,263
   

  2,055,078 2,12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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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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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57 628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4,469) (92,60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206 93

已付開發成本 (80,900) (83,742)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5,522) –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262,456) (44,583)

提取已抵押銀行存款 171,890 349,035
  

（用於）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41,251) 128,198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 – 237,477

發行新股份之交易成本 – (7,708)

新造銀行借貸 219,582 127,175

償還銀行借貸 (291,815) (417,203)

已付股息 – (51,733)

已付利息 (2,433) (3,497)

購回股份 – (13,195)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74,666) (128,6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47,460) 14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00,817 534,522

匯率變動之影響 (753) 9,30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352,604 54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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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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終及直接控股公司為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Info Dynasty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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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及解決方案及無線通訊模塊之製造、設計、
開發及銷售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物業發展。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乃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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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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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除若干物業按公平值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除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綜合財務
報表所遵循之會計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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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如下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的修訂，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撥金融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修訂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值模
式計量之投資物業，除非在某情況下被駁回，否則在計算遞延稅項時其價值假定從出售收回。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採用公平值模式計量。由於需要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董事已對本集團之投資物業
組合進行審閱，認為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按隨時間消耗大部分含於該等投資物業經濟利益的商業模式持有，並已推
翻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之假設。之前，本集團按投資物業之全部賬面值會透過使用收回而確認公平值變動
之遞延稅項。因此，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當中所載披露
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6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其他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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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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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款。

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主要營運決策者（即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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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現時分有四個可呈報及營運分類－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銷售顯示模塊、銷售無線通訊模塊及物業發展。

誠如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物業發展經營活動對本集團而言非常重要，故
呈報為一項新增可呈報及營運分類。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數據經已重列，惟僅供比較之
用。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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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 分類
 解決方案 模塊 通訊模塊 發展 總額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037,257 38,701 240,769 – 1,316,727 – 1,316,727

 分類間銷售 – 92,804 – – 92,804 (92,804) –
       

總額 1,037,257 131,505 240,769 – 1,409,531 (92,804) 1,316,727
       

分類（虧損）溢利 (79,556) (2,265) 9,706 (3,414) (75,529) – (75,529)
      

其他收入       13,549

公司開支       (12,26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       10,905

融資成本       (2,433)
       

除稅前虧損       (6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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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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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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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 (28,281) – (28,281)
      

其他收入       15,560

公司開支       (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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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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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分配租金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公司開支、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融資成本
及稅項的情況下的財務業績。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劃分的資產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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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340 1,795,330

銷售顯示模塊 159,206 359,119

銷售無線通訊模塊 596,818 378,461

物業發展 241,494 255,162
  

總分類資產 1,982,858 2,78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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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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稅項資產及若干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以外，所有資
產均分類至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共同使用的資產按各可呈報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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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增值稅退稅（附註） 10,270 5,728

政府項目收入 2,500 3,283

銀行結餘賺取之利息收入 3,656 7,610

租金收入（減：支出34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31,000港元）） 9,150 7,848

維修收入 3,978 –

其他 76 102
  

 29,630 24,571
  

附註：

本公司之全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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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可享有退稅。

6. 稅項計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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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計入（扣除）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294) (2,687)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3,570
  

 （1,294) 883

遞延稅項計入（扣除） 3,788 (3,693)
  

 2,494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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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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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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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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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129,959 75,677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之開發成本 (553) –
  

 129,406 75,677

土地使用權攤銷 1,426 1,0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794 28,765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之開發成本 (1,545) (1,470)
  

 48,249 27,295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185,554 169,071

以股份付款 3,714 4,051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之開發成本 (64,584) (67,799)
  

 124,684 105,32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4,396 4,413

減：已資本化分類為無形資產之開發成本 (934) (865)
  

 3,462 3,548

撇銷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10,860 3,5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5 24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10,522 (8,02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 (10,905) (8,199)

呆壞賬撥備撥回 – (9,683)

就商譽確認減值虧損 2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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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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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3.0港仙 – 51,733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1.0港仙）。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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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 (58,282) (18,748)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04,999 1,577,784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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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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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以及應收票據

銷售貨物的一般信貸期為零至120天。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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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18 83,370

31至60天 64,368 9,238

61至90天 11,880 5,827

91至180天 24,602 6,434

超過180天 25,704 12,982
  

 268,972 117,851

減：累計撥備 (12,239) (12,339)
  

應收貿易賬款 256,733 105,512
  

零至30天 265,634 609,155

31至60天 6,263 3,783

61至90天 6,921 6,599

91至180天 17,534 11,984
  

應收票據（附註） 296,352 631,521
  

附註： 應收票據為由向客戶收取的銀行發出之承兌票據。

11.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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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03 651,230

31至60天 53,580 184,506

61至90天 4,720 2,102

超過90天 16,643 33,464
  

 569,346 871,302
  



12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市場及業務回顧

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集團的經營遇到空前的困難；首先，集團手機業務錄得嚴重虧損；全球手機行
業中，除了兩大全球性品牌之外，其他手機企業經營困難。我們的客戶處於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
也不能倖免。在通訊模塊業務方面，雖然仍然保持正常盈利，但是由於全球經濟表現欠佳，令上半
年通訊模塊的市場需求跌至低於預期的水平。顯示模塊特別是電容式觸摸屏（CTP）的市場需求仍然
旺盛，但由於本集團的生產線於上半年仍然處於建設投入階段，尚未能為本集團帶來盈利貢獻。另
外，於二零零九年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產生的商譽減值亦擴大了回顧期內的虧損。因此，本集團於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虧損淨額急升至58,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8,700,000港元）。

手機業務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集團手機業務向高端ODM轉型不成功；根本的問題在於目標市場及客戶出現
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問題：全球手機行業形勢發生根本的轉變，兩大手機巨頭佔據了手機全行業利潤
90%以上。其它手機業巨頭或者虧損，或者毛利劇降掙扎在虧損的邊沿。

日本的本土市場

上述兩大手機巨頭從日本本土品牌手中，也搶走了一半甚至更多的市場份額。國際高端ODM市場；
特別是日本本土市場，本來是集團手機業務向高端ODM發展的重點市場；但是現在日本客戶遇到預
想不到的困難；令客戶須重新研究經營策略和方向；原來交給我們的項目，包括我們正在研發和評
估的項目全部取消；而新的項目還要等待他們的戰略決策，即使能於短期內取得新項目，由於開發
週期長，今年到明年上半年也不會對業績有貢獻。於二零一二年上半，本集團經過一家日本品牌，
供國內運營商集採的ODM智能手機，上半年有一些出貨，但是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且因為其新
投資者的原因，下半年起停止與本集團合作。集團在開拓新的國際客戶，但是近期對業績不會有貢
獻。

運營商集採市場

運營商採取話費補貼、招標採購的模式，主導了智能手機的市場；由於採購數量很大，各個手機品
牌紛紛採取低價策略競投，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志在必得，爭奪市場佔有率；品牌商基本上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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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盈利，甚至不怕虧本；本集團作為ODM手機供應商的角色，自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利潤，而且今後
對這些知名客戶需要放賬，但是由於這一塊業務數量和營業額巨大，集團不會完全放棄，但將採取
控制風險和維持集團價格底線的策略。所以儘管去年11月份開始，集團的智能手機的經營、交付能
力已經達到每月一百萬台以上，但是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智能手機的總付運量只有 216萬部。

公開市場

本集團已經退出中低端功能手機市場；在公開市場中銷售的全是智能手機；但是由於這個市場是全
面開放，競爭同樣激烈，本集團的出貨量和毛利也未能達到預期目標。

手機新市場開拓

鑒於傳統市場上手機同質化的過度競爭，集團的出路是差異化，本集團正在積極開拓新的手機市場；
包括行業應用的智能手機、物聯網應用的智能手機；雖然該等產品每個訂單的數量不大，但是應該
有較合理的毛利。對於集團手機業務來說，差異化策略將是一個再定位、再轉型的艱難過程。

開源節流，控制費用

考慮到短期內開源（增加收入）的效果不可能太明顯，集團近年來一直加倍努力控制各項開支，降低
成本，並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通訊摸塊業務

在通訊模塊方面，由於經濟環境欠佳，加上消費者信心不足，海外市場的客戶及最終用戶均面臨巨
大成本壓力，但這正好讓本集團具競爭優勢的產品加快打入歐洲及北美市場，並與海外營運商建立
緊密合作關係。SIM900(2G)系列仍是無線模塊分部最暢銷的產品，而SIM5320 (3G)亦因其可與2G產
品互相兼容而深受歡迎，而北美知名營運商亦以「性價比」優勢向其客戶推薦有關產品。此外，本集
團亦推出面向多個市場分支的，低成本的SIM800系列產品（基於MTK平台）。在中國，本集團保持其
於市場份額的領先地位，並於M2M應用項目方面加強與本地主要營運商的合作，該等項目已廣泛運
用於多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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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模塊業務

由於預期市場對智能手機及其它手持終端對與CTP的需求將會持續，本集團已將顯示器事業部和上
海及瀋陽兩個電容屏工廠整合成為顯示模塊事業群；該事業群設計生產的顯示模塊，包括LCM顯示
模塊、CTP模塊，以及二者貼合在一起的模塊；事業群的產品可以支援本集團的ODM智能手機，令
本集團手機能夠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為拓展商機，本集團已將顯示模塊業務擴展至外部銷售。
該等產品自推出以來一直得到市場的正面回應。單以六月份計算，CTP模塊的付運量便佔本集團顯
示模塊總付運量的70%，管理層相信銷量於短期內將繼續保持增長。

展望

雖然手機行業非常困難，但是手機的業務的規模一時難以取代；本集團在探索業務轉型方向的同
時，仍將繼續致力研發中高端智能手機，其中包括4G LTE制式，以滿足客戶和營運商的對品質及價
格的嚴苛的要求，同時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開拓新市場，集團決心在智能手機的行業應用、物聯網
應用等差異化的市場尋找新的機會；以拓寬集團市場的範圍，提高集團手機業務的平均毛利水準。

展望未來，儘管預期手機行業乃至於全球營商環境仍將充滿挑戰，集團的手機業務在未來一段時間
才能扭轉劣勢，但是憑藉本集團優秀的團隊、健康的財務狀況，加上通信模組和顯示模組這兩塊業
務的良好發展勢頭和市場競爭優勢；管理層相信在解決了手機業務的再定位、再轉型之後，本集團
必將回復到正常盈利的狀況，管理層對於本集團中長線的高速發展充滿信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收入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輕微增加4.1% 至1,316,7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265,400,000 港元）。銷
售額增加乃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ODM手機銷量增加，而ODM手機的平均單價遠高於功能手機所
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毛利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增加6.7%至131,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23,200,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維持在10%（二零一一年：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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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虧損 58,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8,700,000港元）。有關虧損主要由於手機
及解決方案分類嚴重虧損，以及因二零零九年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確認商譽減值所致。每股基本虧
損為3.4港仙（二零一一年：1.2港仙）。

分類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手機及解決方案 1,037 83 8.0 934 76 8.2%

無線通訊模塊 241 45 18.9 273 51 18.6%

顯示模塊 39 3 8.2 58 (4) (6.3%)
      

總計 1,317 131 10.0 1,265 123 9.7%
      

手機及解決方案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手機及解決方案分類的收入增加 11.1%，原因是ODM的銷售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有所增長。ODM手機的收入及解決方案的收入分別約為本集團總收入的 50%及29%（二零一一
年：27%及47%）。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智能手機的收入佔手機及解決方案的比重約為 96%（二零一一
年：8%）。

無線通訊模塊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由於全球經濟環境欠佳，加上消費者信心不足，市場需求疲弱。無線通訊模
塊之收入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減少11.7%，然而，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毛利仍維持在18.9%（二零一一
年：18.6%）。

顯示模塊

部分顯示模塊已計入本集團的整機銷售，而顯示模塊的實際增長已計入本集團的ODM業務中。顯示
模塊的毛利率增長至8.2%（二零一一年：虧損6.3%），此乃由於顯示模塊中CTP的比重大大增加而
2011年出貨幾乎全是LCM模塊，以及CTP擁有較合理的毛利率所致，而LCM的毛利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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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不包括為借入美元已抵押的人民幣及美元銀行存款）
為352,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800,000港元），其中82.3%以人民幣持有，
17.5%以美元持有，其餘則以港元持有。而銀行存款淨額（總銀行存款減銀行借貸）為176,3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200,000港元）。本集團擬以該等銀行結餘撥付本集團的營運資
金及資本開支計劃所需的資金。

本集團之存貨、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票據及應付貿易賬款的週轉期呈列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天 天

存貨週轉期 87 63

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期 25 12

應收票據週轉期 64 41

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期 132 88

存貨週轉期增加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存貨中約有 34%為製成品，這是因為客戶要求推
遲收貨。應收貿易賬款的週轉期增加乃由於本集團按知名客戶強烈要求，由本年六月起，開始增加
放賬期限，引起應收賬款上升而且預期下半年上升幅度更大。由於本集團去年 4季度採購量很大，年
初應付賬款餘額較高，加上上半年的總採購額不高，因此應付貿易賬款的週轉期大幅增加。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計算）為1.5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倍）。

除簽訂不交割遠期外滙合約抵銷以美元計值的銀行借貸的外匯風險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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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1,704,999,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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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3,489,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41,500,000港元），銀行借貸為438,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1,500,000港
元）。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12.6%（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3%）。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606名僱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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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報告期間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已 ( i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前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 ( i i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經修訂及更改名稱之企業管治守則（兩者於下文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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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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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及回答提問。獨立非執行董事兼薪酬
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廖慶雄先生亦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回答本公司股東提問。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亦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大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麟振先生及董雲庭先生由於有未能預料之業務事宜，未能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
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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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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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間已遵守
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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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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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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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刊
登。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將載入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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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本集團所
有員工於報告期間盡忠職守及所作貢獻致謝。



19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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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王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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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信」及類似詞彙擬表示前瞻性陳述。此等陳述並非歷史事實，亦不是對未來表現之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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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影響。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