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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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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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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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一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274,779 2,522,773

銷售成本 (1,208,091) (2,387,970)
  

毛利 66,688 134,803

其他收入及盈利 3 5,675 10,467

銷售及分銷費用 (64,029) (67,817)

行政費用 (23,326) (29,318)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567 362

財務費用 4 (19,854) (41,18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71) (4,526)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34,450) 2,787

所得稅費用 6 (177) (4,614)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4,627) (1,827)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 (3.13)港仙 (0.17)港仙
  

　攤薄 (3.13)港仙 (0.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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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4,627) (1,827)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532) 1,667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5,532) 1,667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值 (40,15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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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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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9,379 9,351

商譽 2,892 2,892

投資於聯營公司 33,998 34,169
  

非流動資產總值 46,269 46,412
  

流動資產
存貨 265,275 293,52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8 510,237 705,4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5,276 345,660

可收回稅項 1,831 288

已抵押存款 114,422 81,17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40,408 449,188
  

流動資產總值 1,237,449 1,875,26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9 665,624 828,1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6,867 180,907

計息銀行借貸 205,300 566,856

應付稅項 – 1,160
  

流動負債總值 977,791 1,577,069
  

流動資產淨值 259,658 298,1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5,927 344,611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5,400 5,400

  

資產淨值 300,527 339,211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0,606 110,606

儲備 189,921 228,605
  

權益總值 300,527 33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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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 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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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相同，惟對本集團造成影響及本集團就本期間
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之下列新頒佈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2. 業務分部資料

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之唯一業務分部為分銷信息產品。由於分銷信息產品為本集團唯一之業務分部，故並無
呈列業務分部之進一步分析。

3. 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757 3,048

其他利息收入 3,916 5,858

其他 2 1,561
  

5,675 10,467
  



5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12,683 14,268

貼現票據利息 7,171 26,916
  

19,854 41,184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800 1,30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減值撥回） 8,267 (704)

陳舊存貨撥備 8,537 9,893

其他應付款項撥回 (8,863) –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77 4,614
  

由於期內在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香港利得稅（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企業須按 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約4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31,000港元），已計入簡明綜合利
潤表內之「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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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之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
34,62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2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06,062,04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06,062,040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客戶信貸期，惟新客戶大多須預先付款。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照有關合約條款結算。每名客
戶均訂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致力維持嚴格控制尚未收取之應收款項，高級管理人員亦會定期檢討逾期款項。
由於上文提到之原因及有關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來自為數眾多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
團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信貸提升措施。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為
免息。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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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內 438,828 612,476

7至12個月 37,155 64,349

13至24個月 34,254 28,601
  

510,237 705,426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包括應收本公司主要股東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之附屬公司款
項約 28,4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591,000港元）及方正控股有限公司（「方正控股」，北大方
正持有其32.49%股權）之一間附屬公司款項約37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5,000港元），該等
款項須按本集團給予主要客戶之類似信貸條款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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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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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項 172,334 484,449

應付票據 493,290 343,697
  

665,624 828,146
  

於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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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內 631,734 641,016

超過6個月 33,890 187,130
  

665,624 828,146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包括應付北大方正之一間附屬公司款項約 30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371,000港元）及應付方正控股附屬公司款項約 18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73,000港元），該等款項須按關連公司給予其主要客戶之類似信貸條款償還。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一般於 45至 90天期限內結賬。

10. 比較數額

期內，本公司董事已審閱行政費用之組成部份，並認為將貼現票據之利息費用由行政費用重新分類至財務費用
更為適當。因此，本公司作出過往期間調整，以將貼現票據之利息費用約 26,916,000港元重新分類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利潤表之財務費用內，從而與本期間之呈列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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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整體表現

本集團呈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34,6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00,000港元）。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之收益下跌 49.5%至
1,274,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22,800,000港元）。本集團毛利下跌
50.5%至 66,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4,800,000港元），而毛利率則
維持5％。本中期期間總銷售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費用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
10.1%。

本集團經營業績下降主要由於以下各項因素之綜合影響：

a. 信息產品分銷業務之毛利下跌50.5%至66,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4,800,000港元）；

b. 由於有效控制經營費用，故總銷售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費用減少 10.1%至 87,4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7,100,000港元）；

c. 由於銀行借貸及利率下跌，故財務費用減少 51.8%至 19,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1,200,000港元）；

d. 由於香港分銷之多種流動電話及數據產品增加，故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減少 96.2%至 2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00港元）；及

e. 由於中國附屬公司錄得經營虧損，故分銷信息產品業務之所得稅開支減少 96.2%至 2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00,000港元）。

本中期期間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 3.13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0.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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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信息產品分銷（「分銷業務」）

本集團本中期期間之主要經營活動為分銷信息產品業務。分銷業務錄得營業額 1,274,800,000港
元，較上一中期期間減少 49.5%。於本中期期間，分銷業務之毛利下降 50.5%至 66,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4,800,000港元），而毛利率維持 5%。

分銷業務主要為分銷信息產品，包括惠普、華為三康、康普 (CommScope)、巴可 (Barco )、博科
(Brocade)、微軟、愛普生 (Epson)、三星、康寧 (Corning)及艾美加 (Iomega)等多個國際知名品牌
信息產品製造商之伺服器、打印機、切換器、網絡產品、儲存裝置、工作站及屏幕投影機等。本
中期期間之營業額下降主要由於因分銷市場競爭激烈而簡化多個產品線以專注於具備較佳信貸條
款之生產線所致。

於本中期期間，分銷業務獲多家上游供應商嘉獎，表揚本集團於中國之分銷渠道、覆蓋範圍、增
長及整體優秀表現。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北京方正世紀信息系統有限公司（「北京世紀」）在於二
零一二年二月賽迪網舉辦之二零一一年服務平台評選中獲 2011年最成功 IT渠道供應商之殊榮。北
京世紀亦於二零一二年二月獲惠普頒發之 FY11最佳 SWD產品分銷獎。

由於中國之營商環境更具競爭性及宏觀調控政策帶來不利影響，管理層嚴格控制經營成本及費
用，以致本中期期間之總銷售及分銷費用以及行政費用減少 10.1%至 87,4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7,100,000港元）。分銷業務將繼續完善產品結構，避免產品重疊並
減低市場風險。本集團將主力發展分銷利潤率較高之信息產品，以及發掘具備較佳信貸條款之增
值服務業務。

此外，本集團集中管理流動資產。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及存貨週轉期分別由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51.6天及 37.4天，分別增加至本中期期間之 85.8天及 41.6天。貿
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週轉期增加是由於向獲提供較長信貸期之系統集成服務供應商之銷售比例
增加所致。根據撥備政策，延長應收款項之賬齡將導致貿易應收款項減值增加。存貨週轉期增加
主要由於工作站存貨水平因預期下半年銷量增加而上升所致，而下半年一般為行業之高峰期。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1.2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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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將全力推行中長期發展計劃，以取得滿意之業績增長及達到提高股東價值之目標。分銷業
務將繼續完善產品結構，避免產品重疊並減低市場風險。此外，管理層將致力管理營運現金流
量，嚴格監控貿易應收及應付款項等營運資金，以及加強存貨及成本管理。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與
其他國際信息產品供應商合作及發掘投資機會。

僱員

本集團根據僱員表現及功績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本集團保證僱員之薪酬水平具競爭力，且
本集團的薪酬及花紅制度整體架構按僱員表現支付獎金。除退休福利計劃及醫療保險外，本集團
亦為僱員提供在職培訓。

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營運成功作出貢獻之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提供激勵
及獎勵。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並無向其合資格董事及僱員授出任何購股權。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聘有僱員約 574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8名）。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承擔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以及其於香港及中國之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
貸撥付其營運所需。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約為 205,3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6,900,000港元），銀行借貸以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
值，並須於一年內清償。本集團之銀行信貸由本公司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提供之企業擔保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 1,283,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21,700,000港元），資金來自負債約 983,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82,500,000港元）及權益約300,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9,2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維持於 0.27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3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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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已抵押存款合共約為 354,8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0,400,000港元）。經扣除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淨額約為 149,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貸淨
額 36,500,000港元）。銀行借貸減少，乃由於期內資金利用率上升以及貼現票據之利率下降令中
國之貼現票據（計入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增加所致。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相
應增加 149,600,000港元至 493,3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主要包括短期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
款，受季節性影響甚微。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佔股東權
益總額之百分比）為 0.68（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7），而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則為 1.27（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開支承擔。

財務政策

本集團實行穩健之財務政策，嚴格控制現金及風險管理。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港元
（「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現金盈餘一般存作短期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存款。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業務。香港業務方面，大部份交易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由於美
元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故相關匯兌風險甚微。中國內地業務方面，大部份交易以人民幣計
值。並無動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有關風險。人民幣升值預計有利本集團發展。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收購或出售事項。



1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 114,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200,000港元）之
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作為獲授一般銀行信貸之抵押。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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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
則條文。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標準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
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寬鬆。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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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提供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會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irasia.com/listco/hk/ecfounder)，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兆東

香港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兆東先生（主席）、陳庚先生（總裁）、夏楊軍先生、
謝克海先生及鄭福雙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發中先生、王林潔儀女士及曹茜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