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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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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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CG HOLDINGS LIMITED
宏 霸 數 碼 集 團（控 股）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香港聯交所：802；倫敦交易所(AIM)：RCG）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倫敦交易所（AIM）：RCG；香港聯交所：802），一
家主要專注於亞太區及中東市場的生物識別和射頻識別（RFID）產品及解決方案服務的國際
供應商。本公司於今日公佈其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收入下跌58.8%至402.7百萬港元（32.9百萬英鎊）（2011年上半年：977.1百萬港元（77.7百萬英
鎊））

• 毛利下跌181.1%至-190.1百萬港元（ -15.5百萬英鎊）（2011年上半年：234.5百萬港元（18.6百萬
英鎊））

• 毛利率為-47.2%（2011年上半年：24.0%）

• 經營虧損為443.0百萬港元（36.2百萬英鎊）（2011年上半年：670.0百萬港元（53.3百萬英鎊））

• 每股虧損為每股0.96港元（7.8便士）（2011年上半年：每股虧損每股1.66港元（13.2便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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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摘要

• 透過出售盈利較低及並無營業的業務單位持續優化企業架構。

• 加強專注於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以及企業解決方案業務分部。

自期末

• 於2012年7月1日，本公司宣佈，張家華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而廖國邦先生及
李茂銘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全部自2012年7月1日起生效。

• 於2012年8月27日，本公司宣佈，關敬樺先生及曾敏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2012年8月27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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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402.7百萬港元，較2011年同期下跌58.8%。營
業額下跌乃由於消費類產品銷售持續減少及多個解決方案項目的實施持續放緩所致。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為-47.2%，2011年同期則為24.0%，此乃由於多項因素所
致，特別是本公司採取可維持於其分部的競爭力之定價策略及以折扣價出售陳舊存貨，為本
集團現有營運及項目提供資金。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淨虧損444.7百萬港元，
此乃由於毛利率顯著下跌。

業務分部表現

本集團是一家生物識別、RFID及安防行業領先的國際開發商及解決方案供應商，為企業及消
費用戶提供操作方便的高效能安防系統。業務分部分成三大類別：「消費類產品」、「企業應用
產品」及「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

本集團的消費類產品分部包括用於日常消費類應用的生物識別及RFID產品，例如m-系列特徵
指紋識別技術門鎖及FX-Secure-Key。本集團透過第三方分銷商出售其消費類產品分部產品。

企業應用產品分部包括商用生物識別及RFID產品及零件，例如i-系列及s-系列指紋識別裝置，
以及EL-1000及XL-1000控制器用作門禁控制、r-系列RFID解讀器及控制器以及K-系列集合容
貌識別技術、指紋識別技術、密碼及RFID的多制式安防裝置。本集團主要透過其分銷商、系
統整合商及安防系統供應商銷售企業應用產品分部產品。

本集團透過利用本集團的內部開發軟件以及因應需要而自行開發或由第三方開發的產品，向
企業用戶制訂系統解決方案，提供針對改善安防、資產管理或效率的不同商業需要。該等解決
方案、項目及服務應用專注於高增長行業，例如銀行業、物流及運輸、娛樂、醫療、防偽及政
府項目解決方案。

業務分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港元 
按年增長2012年（未經審核） 2011年（未經審核）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

消費類產品 5.3 1.3 157.0 16.1 -96.6
企業應用產品 394.9 98.1 638.2 65.3 -38.1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 2.5 0.6 181.9 18.6 -98.8

總收入 402.7 100.0 977.1 100.0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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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來自企業應用產品分部，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98.1%。
然而，企業應用產品分部的收入由2011年上半年638.2百萬港元下跌38.1%至2012年同期的394.9
百萬港元，此乃由於本公司在充滿挑戰的市場減少其生物識別模塊及零件的存貨所致。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消費類產品分部的收入為5.3百萬港元。由於該分部的分銷銷售
下跌，故該分部的收入較2011年同期的157.0百萬港元下跌96.7%。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業務分部的收入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81.9百萬港元，下跌
至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百萬港元，跌幅為98.8%。收入減少乃由於本集團改變策略，
轉而繼續專注長期項目，該等項目完成期較長且收款時間表較穩定。

地區表現

於2012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專注於亞太區及中東地區的業務。本集團與區內分銷商及交易商
合作。本集團的大部分收入均來自該等地區。

按地區顯示的收入分析表列如下。

地區分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港元 
按年增長2012年（未經審核） 2011年（未經審核）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

東南亞 187.5 46.6 484.7 49.6 -61.3
大中華區 213.0 52.9 285.4 29.2 -25.4
中東 2.2 0.5 202.2 20.7 -98.9
其他地區 — — 4.8 0.5 -100.0

總收入 402.7 100.0 977.1 100.0 -58.8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與2011年同期的收入比較，所有錄得低收入的地區均因上述原因
出現類似的消費類產品分部及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下跌模式。

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收入均來自企業應用產品分部，佔該地區總收入98.3%。企業應用產品分
部亦佔中東收入的84.0%。大中華區對企業應用產品分部的需求同樣重大，企業應用產品分部
佔該地區總收入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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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於2012年3月19日，本集團出售其於其間接附屬公司Strong Aims Ltd之70%股權，該公司的主要
活動為提供RFID解決方案、標籤及相關產品。

本集團進行出售事項以優化本集團的企業架構，以及專注其資源於其他業務分部及新商機，
以為本集團帶來更美好的前景。

收購

於2012年4月23日，本集團與Crossover Global Limited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收購Most Ideas 
Limited（「Most Ideas」）之55%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88.7百萬港元。Most Ideas為一間投資控股
公 司，擁 有 兩 間 全 資 附 屬 公 司，分 別 為MG Interactive Limited (MGI)及MG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Limited (MGIE)。MGI主要從事Web 2.0項目及流動營銷方案，而MGIE則主要
於iOS及Android等多個手機平台開發娛樂應用程式。是次收購於2012年6月25日完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入402.7百萬港元，較2011年同期977.1百萬港元下
跌58.8%。收入下跌主要由於生物識別消費類產品銷售減少及多個解決方案項目的實施放緩所
致，部分被企業應用產品銷售增加所抵銷。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1年止六個月的742.6百萬港元下跌至2012年同期的592.8百萬港元，跌幅為
20.2%。就銷售百分比而言，銷售成本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6.0%上升至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7.2%。

毛損及毛利率

2012年上半年的毛損為190.1百萬港元，而2011年同期毛利則為234.5百萬港元。此乃由於市場飽
和導致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及以折扣價出售陳舊存貨所致。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由2011年上半年的14.0百萬港元減少至2012年同期的4.6百萬港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2011年上半年的201.0百萬港元下跌至2012年同期的156.0百萬港元，跌幅為22.4%，
主要由於相關行政開支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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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56.1百萬港元上升至2012年同期的97.0百萬港
元，跌幅為72.9%，此乃由於產生的營銷成本增加以加強本公司品牌及產品在市場的名氣所致。

財務成本

於2012年上半年的財務成本由2011年同期的3.5百萬港元下跌44.1%至2.0百萬港元。

除稅前虧損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虧損為445.0百萬港元，而2011年同期的除稅前溢利為
673.4百萬港元。於2012年上半年的除稅前虧損乃由於低利潤率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2011年上半年的0.5百萬港元下跌至2012年同期的抵免0.2百萬港元。

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虧損為444.7百萬港元，而於2011年同期為虧損673.9百萬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由2011年上半年的虧損579.5百萬港元下跌至2012年同期的虧損
473.1百萬港元。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少數股東權益應佔溢利為28.4百萬港元（2011年同期少數股東權
益應佔虧損為94.5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的財務狀況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以其經營活動產生的銷售收入撥支其營運。本集團亦有來自利息收入及收取賬款的現
金流入。本集團的銷售為本集團現金的主要來源，而現金流入則取決於本集團收回款項的能力。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相關的來源並無重大改變。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為0.6百萬港元，而2011年上半年則為61.6
百萬港元。資本開支主要用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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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期間的資本開支表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08 1,279
研究及開發投資 — 60,366

總計 608 61,645

本集團設有內部財務預算系統，確保若現金被承諾用作撥支重大開支時，仍然有足夠現金流
量維持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履行其所有合約責任。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有期貸款融通為48.8百萬港元，以位於馬來西亞的物業作抵押。

除上文已披露者外，於2012年6月30日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總借貸到期日表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總銀行借貸（有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 4,624 49,885
總銀行借貸（有抵押），須於一年後償還 44,400 49,394

總計 49,024 99,279

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7.9百萬港元，而於2011年6月30日則為
86.9百萬港元。

負債比率

根據本集團債務總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的負債比率約為0.020x，而於
2011年6月30日為0.026x。49.0百萬港元的債務乃根據總借貸（包括短期銀行貸款4.5百萬港元、
融資責任的即期部分0.1百萬港元、長期銀行貸款44.2百萬港元及長期融資責任0.2百萬港元）計
算。總資本乃根據股東權益總額2,432.8百萬港元加債務計算。

或然負債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亦無或然負債。本公司為其
附屬公司擔任擔保人以取得計息借貸，該等計息借貸約為48.8百萬港元（2011年：96.2百萬港元）。

於2012年6月30日，於本公司資產負債表確認的財務擔保撥備賬面值約為172,434港元。有關財
務擔保合約在綜合賬目時已經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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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為77.9百萬港元，而於2011年6月30日
為738.2百萬港元，跌幅主要由於為應付本集團營運需求而將貿易按金轉換成存貨所致。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若干銀行結餘以英鎊、馬元、美元、阿聯酋迪拉姆及人民幣計值，全部均為相關集團實
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令本集團受到外匯風險影響。本集團並無就此貨幣風險以任何金融
工具進行對沖。然而，本集團會監察外匯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人力資源

除本公司董事（「董事」）外，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約有48名僱員（2011年12月31日︰ 76名）。該
等僱員駐留於本集團位於香港、北京、深圳、吉隆坡、曼谷及杜拜的辦事處。截至201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總額為6.7百萬港元，而2011年上半年則為32.4百萬港元。有關成本節省
是由於本集團持續致力透過增加與第三方業務夥伴的合作減少經常費用及重新分配項目資源，
因而減少對內部人力需要的依賴。

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培訓及發展課程，以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薪酬待遇與個人工作表現及
本集團的業務表現相關，並經考慮行業慣例及市況，每年作出檢討。董事薪酬乃經參考其於本
公司的職務及職責、本公司的薪酬標準及市況而釐定。本集團亦根據個人工作表現及本集團
的業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

管理層展望

本集團一直非常留意貿易狀況及營運資金要求。本集團將繼續實施嚴緊的成本控制並調整與
其分銷商的貿易政策。除密切監控市場競爭狀況，並於其銷售及定價政策上採取更審慎的做
法以維持競爭力外，本集團將繼續進行優化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業務，同時透過潛在商機的可行併購，藉以補足其現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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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本
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
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連同特定
闡釋附註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02,689 977,125
銷售成本 (592,793) (742,581)

毛（損）╱利 (190,104) 234,544
其他經營收入 4 4,607 14,047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2,311)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 16 5,311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33 (7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 20 109 (41,42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產生虧損 (2,494) (18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93,028)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1 — (520,117)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10 — (4,50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7,402)
銷售及分銷成本 (96,984) (56,078)
行政開支 (155,996) (200,979)

經營虧損 (443,024) (669,898)
財務成本 (1,957) (3,498)

除稅前虧損 5 (444,981) (673,396)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239 (473)

期內虧損 (444,742) (673,869)

應佔：
本公司所有者 (473,146) (579,509)
非控制性權益 28,404 (94,360)

(444,742) (673,869)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95.9)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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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444,742) (673,86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產生虧損 (4,310) (41,730)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期內匯兌差額 4,304 24,873
出售後重新分類之調整 (128) (5,289)

4,176 19,584

(134) (22,14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44,876) (696,015)

應佔：
本公司所有者 (473,283) (601,540)
非控制性權益 28,407 (94,475)

(444,876) (69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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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62,368 176,039
投資物業 55,011 61,257
預付租賃付款 18,789 32,909
商譽 10 59,170 20,905
無形資產 11 521,879 466,63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9,165 29,03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 38,667 42,977

885,049 829,751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202 497
存貨 792,300 659,4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691 5,185
貿易應收款項 13 917,101 866,57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7,912 621,730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17,943 52,683

1,808,149 2,206,138

總資產 2,693,198 3,035,889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
股本 14 4,932 4,932
儲備 2,427,905 2,897,712

2,432,837 2,902,644
非控制性權益 40,790 (28,919)

總權益 2,473,627 2,87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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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5 44,210 44,623
可換股票據 16 84,579 —
融資租賃責任 190 223
遞延稅項負債 19,070 2,452

148,049 47,29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7 11,769 13,21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4,146 58,897
計息借貸 15 4,556 32,611
應付稅項 682 —
承兌票據 10,301 10,043
融資租賃責任 68 98

71,522 114,866

總負債 219,571 162,164

總權益及負債 2,693,198 3,035,889

流動資產淨值 1,736,627 2,091,2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21,676 2,9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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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可供出售
證券 

重估儲備
僱員股份 
報酬儲備

可換股 
票據 
儲備 資本儲備 換算儲備 重估儲備

可發行 
股份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小計

非控制性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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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2011年1月1日 3,015 1,767,640 — 31,845 — (872) 37,498 83,577 59,150 48 2,072,725 4,054,626 181,997 4,236,62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1,730) — — — 19,699 — — — (579,509) (601,540) (94,475) (696,015)

發行股份 410 121,997 — — — — — — — — — 122,407 — 122,407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9,986 — — — — — — — 9,986 — 9,986

購股權失效 — — — (2,147) — — — — — — 2,147 — —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額
外權益 — — — — — — — — — — (2,110) (2,110) (460) (2,570)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3,988) (3,988)

配售股份 685 98,640 — — — — — — — — — 99,325 — 99,325

股份發行開支 — (2,981) — — — — — — — — — (2,981) — (2,981)

於2011年6月30日 4,110 1,985,296 (41,730) 39,684 — (872) 57,197 83,577 59,150 48 1,493,253 3,679,713 83,074 3,762,787

於2012年1月1日 4,932 2,051,074 (34,242) 21,161 — (872) (21,317) — 59,150 48 822,710 2,902,644 (28,919) 2,873,72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310) — — — 4,173 — — — (473,146) (473,283) 28,407 (444,876)

解除可發行股份儲備 — — — — — — — — (59,150) — 59,150 — — —

購股權失效 — — — (11,638) — — — — — — 11,638 — —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 — — 4,162 — — — — — — 4,162 41,265 45,427

為收購附屬公司發行 
之可換股票據之 
遞延稅項 — — — — (686) — — — — — — (686) — (686)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37 37

於2012年6月30日 4,932 2,051,074 (38,552) 9,523 3,476 (872) (17,144) — — 48 420,352 2,432,837 40,790 2,47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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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444,981) (673,396)
調整：
無形資產攤銷 42,754 114,417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177 2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62) (177)
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574) (60)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520,11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7,40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產生虧損 2,494 183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133) 77
出售投資物業的虧損 2,311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 (16) (5,31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 (109) 41,428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4,508
陳舊存貨撥備 81,088 8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93,028
折舊 8,502 12,435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9,986
銀行利息收入 (67) (130)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4 —
計息借貸的利息 1,884 3,363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305,448) 128,208
存貨（增加）╱減少 (213,350) 46,564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37,500) (208,47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543,663 40,602
貿易應付款項減少 (1,969) (80,15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18,501) 6,677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 (33,105) (66,572)
已收銀行利息收入 67 130
已付所得稅 (204) (1,458)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3,242) (6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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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08) (1,279)
無形資產投資 — (60,365)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已收現金淨額 2,087 —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款項 3,96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9,170 1,144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74,111)
一家聯營公司權益投資 — (77)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 1,263
固定資產減少╱（增加） 24,671 (518)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19,142)
收購資產產生的已收現金淨額 — 307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額外股份已付現金淨額 — (460)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49,287 (153,238)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就計息借貸及銀行透支已付的利息開支 (1,584) (3,363)
發行新股份 — 221,732
發行股份開支 — (2,981)
新增融資租賃責任所得款項 — 359
已償還融資租賃責任淨額 (64) (468)
已償還計息借貸淨額 (28,771) (167,663)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30,419) 47,616

期內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減少淨額 (14,374) (173,52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928 220,555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4,217 17,650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771 64,68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17,943 86,946
固定存款 (172) (22,263)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771 6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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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有關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
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並應與本集團於2011年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則按公平值計量。

2. 採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期內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應用後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主要管理層被確認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此主要管理層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
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管理層從業務及地區角度考慮業務。從業務方面，主要管理層評估消費類、企業應用、解決方案、項目
及服務業務分部之表現。

— 消費類產品分部主要集中於為最終用戶提供住宅及個人安防產品。此分部的產品包括FxGuard 

Windows Logon、BioMirage Coffer及iTrain軟件；

— 企業應用分部的產品主要是商用生物識別產品，例如i-系列及s-系列生物識別特徵指紋識別傳感器及
RFID讀卡器，用作門禁控制、考勤記錄、訪客管理及安防應用、使用生物識別特徵指紋識別技術的
m-系列門鎖以及K-系列利用容貌識別技術、指紋識別技術、密碼及RFID技術的多制式安防裝置以及
用於生物識別及RFID裝置的零件及部件；及

— 解決方案、項目及服務分部運用本集團內部研發軟件及硬件的能力，以及因應需要使用旗下和第三方
產品，為最終用戶定製系統解決方案。

主要管理層根據對毛（損）╱利之計量評估業務分部之表現。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
惟不包括分類為持作待售的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分部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惟不包括流動及遞延稅項負債、個別分部應佔的其他公司負債及由分部直接管理的其他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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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各經營分部的營業額、分部業績及其他資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消費類 企業應用
解決方案、項目 

及服務 未分配 總計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對外銷售 5,259 157,047 394,923 638,193 2,507 181,885 — — 402,689 977,125

分部業績 (527) 50,815 (190,002) 123,411 425 60,318 — — (190,104) 234,544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入 4,607 14,047 4,607 14,047

出售投資物業虧損 (2,311) — (2,311)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 16 5,311 16 5,311

折舊 (37) (1,470) (37) (1,470) — — (8,428) (9,495) (8,502) (12,435)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 — — — — — (177) (250) (177) (250)

無形資產攤銷 (5,447) (4,122) (31,668) (24,204) (5,639) (86,091) — — (42,754) (114,41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 (7,402) — (7,40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 — — — (520,117) — — — (520,117)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 — — — (4,508) — — — (4,50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產生虧損 (2,494) (183) (2,494) (183)

未分配開支 (201,305) (264,488) (201,305) (264,488)

財務成本 (1,957) (3,498) (1,957) (3,498)

除稅前虧損 (212,049) (265,958) (444,981) (673,396)

所得稅開支 239 (473) 239 (473)

期內虧損 (211,810) (266,431) (444,742) (673,869)

分部資產 60,106 436,124 1,916,928 1,640,840 313,472 672,111 402,692 1,167,977 2,693,198 3,917,052

分部負債 115 3,287 11,613 15,929 41 3,762 207,802 131,287 219,571 154,265

其他分部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 — — 18,565 — 41,800 608 1,279 608 61,644

折舊 (37) (1,470) (37) (1,470) — — (8,428) (9,495) (8,502) (12,435)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 — — — — — (177) (250) (177) (250)

無形資產攤銷 (5,447) (4,122) (31,668) (24,204) (5,639) (86,091) — — (42,754) (114,417)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 — — — 520,117 — — — 520,117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 — — — 4,508 — — — 4,50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產生虧損 — — — — — — (2,494) (183) (2,49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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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三個主要地區 — 東南亞、大中華區及中東經營業務。下表按地區分析本集團的營業額，不論貨品
及服務的來源地：

營業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東南亞 187,545 484,672
大中華區 213,046 285,466
中東 2,098 202,191
其他 — 4,796

402,689 977,125

4.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7 130
租金收入 728 1,0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62 177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2,509
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574 60
匯兌收益 3,052 8,970
雜項收入 124 1,146

4,607 1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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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成本
銀行收費 73 135
可換股票據利息 41 —
承兌票據利息 259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計息借貸及銀行透支利息 1,584 3,363

1,957 3,498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虧損 592,793 742,581
折舊 8,502 12,435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177 250
無形資產攤銷 42,754 114,41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93,028
陳舊存貨賬面值減值虧損（附註） 81,088 88
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4,508

附註： 於報告日期，存貨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列賬。

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去年撥備不足之稅項 — (678)

遞延稅項負債 (239) 1,151

(239) 47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2011年：16.5%）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及馬來西亞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及馬
來西亞所得稅撥備。

馬來西亞所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法定稅率25%（2011年：25%）計算。課稅年度基準期開始時擁
有2.5百萬馬元及以下繳足股本的公司的企業稅率如下：年內首500,000馬元應課稅收入的稅率為20%（2011年：
20%），於本年度超過500,000馬元應課稅收入的稅率為25%（2011年：25%）。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
各司法管轄區的適用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開支指馬來西亞附屬公司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期間的資本稅減免超出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折
舊的稅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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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期內虧損 (473,146 ) (579,509)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3,223,555 349,104,944

潛在攤薄普通股構成之影響
購股權計劃 — —

可換股票據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3,223,555 349,104,944

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期間，由於行使購股權及兌換所有未兌換可換股票據被認為具有反攤薄影響，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的中期股息（2011年：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約為608,000港元（2011年：約1,279,000

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出售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賬面淨值約為6,074,000港元（2011年：約
652,000港元），所產生的出售收益約為62,000港元（2011年：收益約17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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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年初 154,479 199,777
從期內發生之業務合併確認之額外款項（附註19） 38,265 20,905
出售附屬公司 (4,510) (67,371)
匯兌調整 (4,649) 1,168
 
期終 183,585 154,479

 
累計減值虧損 
年初 133,574 146,201
期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 4,508
出售附屬公司 (4,510) (17,501)
匯兌調整 (4,649) 366
 
期終 124,415 133,574

賬面值 
期終 59,170 20,905

分配至重大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不論個別或整體）的商譽的賬面值如下：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家居業務配件 20,905 20,905

於手機平台提供廣告及娛樂應用程式 38,265 —

59,170 20,905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或在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出現減值時更頻密進行測試。

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之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項按在用價值計算法釐定。在用價值計算法的
主要假設有關折現率及增長率。本公司董事乃採用稅前比率（反映市場當時所評估現金產生單位特定的貨幣
時間價值及風險）估計折現率。增長率按過往表現及其對市場發展之預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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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價值計算法採用的主要假設如下：

家居業務配件

於手機平台 

提供廣告解決方案 

及娛樂應用程式

於2012年6月30日 
增長率 5% 5%
折現率 13.62% 19.90%

於2011年12月31日 
增長率 5% 不適用
折現率 13.62% 不適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董事已評估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項，並無確認減值虧損（2011年12月
31日：減值約4,508,000港元），原因是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項並無低於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現金產
生單位之可收回款項乃按在用價值計算法釐定。該計算使用基於本公司董事批准之五年期財務預算之現金
流量預測。五年後之現金流量乃使用估計增長率推算所得，該增長率不超過預測長期平均增長率。

11. 無形資產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投資產品開發及設計（2011年12月31日：66,360,000港元）。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透過業務合併收購無形資產「流動應用軟件及技術」約98,000,000港元，
其估計可使用年期為五年（附註19）。

本公司董事已評估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之無形資產之可收回款項。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無形
資產「合約權利」及「產品開發及設計」並無確認減值虧損（2011年12月31日：630,347,000港元）。

1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成本計算的股本證券

於香港外非上市 169,200 169,200

按公平值計算的股本證券

於香港外上市 760 5,070

169,960 174,270

非上市股本證券減值 (131,293) (131,293)

38,667 42,977

由於合理公平值估計範圍廣泛，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公平值無法準確計量，故於2012年6月30日，若干賬面
值為37,907,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37,907,000港元）之非上市股本證券乃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賬。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董事重新評估在香港境外的非上市股本證券的可收回款項，並無確認減
值虧損（2011年12月31日：減值虧損約74,1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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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市股本證券而言，公平值乃按相關證券交易所所報的買盤價釐定。

13.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98,162 232,320

31至60日 67,005 249

61至90日 50,774 19,002

91至180日 200,039 150,223

180日以上 957,067 1,112,195

1,373,047 1,513,98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455,946) (647,410)

917,101 866,579

由於本集團的信貸風險分散於數目眾多的客戶，故本集團並無重大集中的信貸風險。

貿易應收款項一般信貸期為30至180日。本公司董事認為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4. 股本

於2012年 於2011年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9,000,000,000 9,000,000,000 90,000 9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初╱年初 493,223,555 301,473,555 4,932 3,015

發行股份 — 41,050,000 — 410

配售股份 — 150,700,000 — 1,507

期終╱年終 493,223,555 493,223,555 4,932 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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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息借貸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要求時或須於以下期限償還：
一年內 4,556 32,611

第二至第五年 30,110 23,088

五年以上 14,100 21,535

有抵押總銀行借貸 48,766 77,234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年利率由5.2%至6.9%（2011年12月31日：1.8%至6.9%）不等。

於2012年6月30日，馬元銀行借貸約48,766,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74,517,000港元）以本集團位於馬來西亞之
賬面值約111,969,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約112,696,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以及約21,745,000港元之銀行存款）
作抵押。

於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銀行借貸約2,717,000港元以銀行存款約3,000,000港元作抵押，有關借貸已於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償還。

16. 可換股票據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2年1月1日 — —

為收購附屬公司發行可換股票據 84,538 4,162

發行可換股票據之遞延稅項 — (686)

已扣除推算利息開支 41 —

於2012年6月30日 84,579 3,476

於2012年6月25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額為88,7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以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負債部分的
實際年息率為3.6厘。可換股債券將於2015年6月25日到期。

可換股票據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8日的通函。

17.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4 502

31至60日 33 108

61至90日 17 580

90日以上 11,705 12,027

11,769 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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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一般於0至60日期限內結清。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內支付。
本公司董事認為，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8. 承擔

於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承擔。

1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收購Most Ideas Limited（「Most Ideas」）全部已發行股本55%，代價為約
88,7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a) 交易所收購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及公平值以及產生之商譽如下：

合併前被收購
方之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 — 96

貿易應收款項 13,022 — 13,022

無形資產 — 98,000 98,00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5 — 195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87 — 2,087

貿易應付款項 (521) — (5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280) — (3,280)

應付稅項 (1,729) — (1,729)

遞延稅項 — (16,170) (16,170)

已收購資產淨值 9,870 81,830 91,700

非控制性權益 (41,265)

商譽（附註10） 38,265

總代價 88,700

支付方法：
— 可換股票據 88,700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 所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2,087

(b) 收益表已包括收購相關費用約180,000港元。

(c)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Most Ideas並未為本集團產生任何營業額，惟產生除稅後虧損。

(d) 有關收購附屬公司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8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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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出售附屬公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銷售協議出售Strong Aim Limited及Stepfull Limited。

已出售附屬公司之總資產及負債的詳情以及出售所產生的損益的計算方法披露如下：

已收代價
千港元

已收現金代價 3

總資產及負債分析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現金及銀行結餘 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

已出售負債淨值 (15)

非控制性權益 37

本集團應佔資產淨值 22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千港元

解除商譽 —

解除無形資產 —

解除換算儲備 128

已收現金代價 3

已出售資產淨值 (22)

出售收益 109

出售之現金流量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3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 (3)

—



– 27 –

21.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本公司於2004年6月28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並於2006年6月7日作出修訂。本公司於2008年10月
16日採納上市後購股權計劃（「上市後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已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僱員，以讓彼等認購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

上市後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每股加權 

平均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每股加權 

平均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每股加權 

平均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每股加權 

平均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於1月1日 8.21港元 2,250,000 8.21港元 6,215,000 50.24便士 2,835,000 53.94便士 4,135,000

已失效 8.21港元 (250,000) 8.21港元 (1,707,500) 50.43便士 (2,800,000) 64.25便士 (400,000)

於6月30日 8.21港元 2,000,000 8.21港元 4,507,500 34.5便士 35,000 52.82便士 3,735,000

已失效 8.21港元 (2,257,500) 60.95便士 (900,000)

於12月31日 8.21港元 2,250,000 50.24便士 2,835,000

購股權的合約年期介乎5至10年。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為2,035,000份（2011年12月
31日：5,085,000份），且無購股權已獲行使（2011年12月31日：無）。於2012年6月30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的加
權平均剩餘合約年期為7.7年（2011年12月31日：8.30年）。

22. 或然負債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23. 關聯方交易

除此等財務報表內其他章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有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a)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人員之薪酬如下：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花紅 2,072 5,340

退休計劃供款 33 99

僱員購股權福利 — 5,287

2,105 10,726

24. 結算日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本集團並無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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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
市證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2年6月30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登記於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股份及 
相關股份 

總數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附註）

李茂銘（於2012年7月1日 
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 80,000 80,000 0.02%

廖國邦（於2012年7月1日 
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 80,000 80,000 0.02%

附註：

代表於2012年6月30日之全部已發行股份的概約百分比。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2年6月30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登記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標準守則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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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2年6月30日，以下人士或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股份及 
相關股份 

總數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附註4）

Crossover Global Limited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 104,352,941 104,352,941 21.15%

陳駿輝（附註1） 受控制法團的
權益

— 104,352,941 104,352,941 21.15%

秦楚華（附註1） 受控制法團的
權益

— 104,352,941 104,352,941 21.15%

楊志健（附註1） 受控制法團的
權益

— 104,352,941 104,352,941 21.15%

Ver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5,662,832 — 65,662,832 13.31%

龔如心(Kung Nina) 
（已故龔如心之遺產亦以 
王德輝夫人名義所擁有） 
（附註2）

受控制法團的
權益

65,662,832 — 65,662,832 13.31%

林學沖（附註2） 信託人 65,662,832 — 65,662,832 13.31%

莊日杰（附註2） 信託人 65,662,832 — 65,662,832 13.31%

The Offshore Group 
Holdings Limited（附註3）

實益擁有人 53,515,556 — 53,515,556 10.85%

陳振聰（附註3） 受控制法團的
權益

53,515,556 — 53,515,556 10.85%

譚妙清（附註3） 配偶權益 53,515,556 — 53,515,556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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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Crossover Global Limited（「Crossover」）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三位個別人士陳駿輝先生、秦楚華先生及楊志健
先生分別實益擁有45%、29%及26%的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駿輝先生、秦楚華先生及楊志健
先生被視為於Crossover持有的104,352,941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2. Veron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龔如心女士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龔如心女
士被視為於Veron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的65,662,83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林學沖先生及莊日杰先生共同
及個別作為龔如心女士遺產訴訟待決期間的遺產管理人。

3. The Offshore Group Holdings Limited（「Offshore」）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位個別人士陳振聰先生實益擁有。
譚妙清女士為陳振聰先生的妻子。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振聰先生及譚妙清女士被視為於The 

Offshore Group Holdings Limited持有的53,515,55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代表於2012年6月30日之全部已發行股份的概約百分比。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2年6月30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其權益載於「董
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一段）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
份或債權證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及上市後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04年6月28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並於2006年6月7日作出修訂。本公司
於2008年10月16日採納上市後購股權計劃（「上市後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及上市後購股權
計劃的主要條款在本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中「董事會報告」一節內概述。



– 31 –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變動如下：
期初 

尚未行使
期內 
授出

期內 
行使

期內 
失效

期內 
註銷

期終尚 
未行使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董事
朱偉民 
（於2012年6月30日 
退任非執行董事）

1,300,000 — — 1,300,000 — — 20.04.2005 3年 由20.04.2008至
19.04.2015

34.5便士

1,500,000 — — 1,500,000 — — 04.10.2006 1年 由04.10.2007至
03.10.2016

64.25便士

廖國邦 
（於2012年7月1日 
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附註2）

80,000 — — — — 80,000 29.04.2010 
（附註1）

1年 由29.04.2011至
28.04.2020

8.21港元

李茂銘 
（於2012年7月1日 
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附註2）

80,000 — — — — 80,000 29.04.2010 
（附註1）

1年 由29.04.2011至
28.04.2020

8.21港元

小計 2,960,000 — — 2,800,000 — 160,000

其他僱員
合共 35,000 — — — — 35,000 20.04.2005 3年 由20.04.2008至

19.04.2015
34.5便士

1,040,000 — — 100,000 — 940,000 29.04.2010 
（附註1）

— 由29.04.2010至
28.03.2017

8.21港元

1,050,000 — — 150,000 — 900,000 29.04.2010 
（附註1）

1年 由29.04.2011至
28.04.2020

8.21港元

小計 2,125,000 — — 250,000 — 1,875,000

總計 5,085,000 — — 3,050,000 — 2,035,000

附註：

1. 股份於緊接2010年4月29日前的收市價為8.10港元。

2. 廖國邦先生及李茂銘先生於2012年7月1日緊接彼等辭任前所持有的購股權數目。廖國邦先生及李茂銘先生持
有於行使時可分別認購80,000股及80,000股相關股份之購股權於2012年7月1日彼等辭任後失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概無其他購股權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
及上市後購股權計劃授出、註銷、失效或行使。

於2012年4月23日，董事會宣佈，RC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買方」）與Crossover Global Limited（一家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賣方」）訂立一份協議，收購Most Ideas Limited（「目標公司」）
27,5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普通股（「銷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5%（「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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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乃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2012年4月23日，由賣方及Golden 
Matrix Holdings Limited分別擁有55%及45%權益。根據買賣協議，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
有條件同意出售銷售股份（佔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5%），總代價為88,700,000港元，將透過發
行本公司根據買賣協議就銷售股份須由買方支付代價88,700,000港元而發行本金總額為
88,700,000港元、年息率為2厘的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支付。

於2012年6月25日，董事會宣佈，於2012年6月25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發行可換股
票據及於行使可換股票據附有的兌換權時以兌換價0.85港元發行及配發本公司普通股的普通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在就本集團的規模及性質的機構而言屬可行的情況下，尋求遵守「英國企業管治守則」（「英
國守則」）。「英國守則」為向英國上市公司發出的企業管治指引的主要依據，載明良好管治的
原則。此等原則涵蓋以下範圍：

1. 董事；

2. 董事薪酬；

3. 問責及審核；

4. 股東關係；及

5. 機構投資者。

配合本公司於2009年2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於2009年2月2日採納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載列的守則條文，作為其額外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段所述於本期間後偏離守則條文A.5.1外，本公司已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5.1，提名委員會須由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2012年7
月1日，李茂銘先生及廖國邦先生已辭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因此，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A.5.1。本公司已委任關敬樺先生及曾敏先生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自
2012年8月27日起生效，以填補空缺，從而遵照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5.1的規定。

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10(1)條，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三分之一。該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中，其中一名須具備香港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之會計或相關財務管
理專業之適當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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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茂銘先生及廖國邦先生於2012年7月1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後，董事會僅餘下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因此，本公司並未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第3.10(1)條。自李茂銘先生辭任後，本公司亦
未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第3.10(2)條。

本公司已委任關敬樺先生及曾敏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2年8月27日起生效，以填補空缺，
從而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2)條所載的規定。

薪酬委員會

自廖國邦先生於2012年7月1日辭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後，本公司並未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3.25條。

本公司已委任曾敏先生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自2012年8月27日起生效，以填補空缺，從而
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5條所載的規定。

董事買賣本公司的證券

本公司已採納對於股份獲准在AIM買賣的公司屬合適的董事交易守則，並採取一切合理步驟
以確保董事及任何有關僱員遵守該守則。本公司亦已採納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於期內，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李茂銘先生（於2012年7月1
日辭任）擔任委員會主席，而非執行董事Tan Sri Dato ’ Nik Hashim Bin Nik Ab. Rahman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Pieter Lambert Diaz Wattimena先生為委員會成員。審核委員會的安排符合香港
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自李茂銘先生於2012年7月1日辭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後，本公司未能
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載的規定。

本公司已委任關敬樺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自2012年8月27日起生效，以填補空缺，從而符合
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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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將於本公司網站(www.rcg.tv)、本公司網頁(www.rcg.todayir.com)以及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宏霸數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張家華

香港，2012年8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張家華 
李景龍 
張立公 
 
非執行董事： 
Tan Sri Dato ’ Nik Hashim Bin Nik Ab. Rahm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Pieter Lambert Diaz Wattimena 
關敬樺 
曾敏

就本公佈而言，有關期間的匯率界定如下：

2012年上半年︰ 1英鎊兌12.24港元
2011年上半年：1英鎊兌12.58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