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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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本公佈的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C PARTNER GROUP LIMITED
栢 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下跌11%至約2,600,0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下跌34%至約23,000,000港元

• 資本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7%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13%

• 每股股份之中期股息：2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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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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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 2,599,830 2,905,784
銷售成本 (2,376,382) (2,691,054)

毛利 223,448 214,730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5 3,576 5,834
銷售及分銷費用 (42,767) (48,078)
行政費用 (147,175) (126,069)
上市開支 (720) —
融資成本 6 (7,141) (5,81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29,221 40,604
所得稅開支 8 (6,696) (4,521)

期內溢利 22,525 36,083

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73)

期內總全面收益 22,525 36,010

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22,525 35,171
— 非控股權益 — 912

22,525 36,083

應佔總全面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22,525 35,090
— 非控股權益 — 920

22,525 36,010

每股盈利 港元 港元

— 基本及攤薄 10 0.0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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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87,908 97,259
無形資產 7,492 8,356
其他金融資產 20,999 20,992
遞延稅項資產 1,859 1,859

總非流動資產 118,258 128,466

流動資產
存貨 702,116 799,4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877,065 893,904
衍生金融資產 559 559
可收回當期稅項 1,195 1,549
已抵押定期存款 — 7,1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1,852 717,396

總流動資產 2,112,787 2,420,032

總資產 2,231,045 2,548,49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889,430 1,146,220
借貸 14 625,522 813,637
撥備 15 9,344 7,894
融資租賃承擔 15 17
衍生金融負債 54 54
當期稅項負債 6,517 3,537

總流動負債 1,530,882 1,971,359

淨流動資產 581,905 448,67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0,163 577,13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50 58

淨資產 700,113 577,0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41,752 33,052
儲備 658,361 544,029

總權益 700,113 57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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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 
溢價 匯兌儲備

合併 
儲備

其他 
儲備

法律 
儲備

股份付
款儲備

保留 
溢利 總計

非控 
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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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0,318 6,702 34 — — 49 — 511,230 548,333 22,047 570,380

期內溢利 — — — — — — — 35,171 35,171 912 36,083

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81) — — — — — (81) 8 (73)

期內總全面收益 — — (81) — — — — 35,171 35,090 920 36,01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0,318 6,702 (47) — — 49 — 546,401 583,423 22,967 606,39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3,052 — (25) 6,702 21,771 190 593 514,798 577,081 — 577,081

期內溢利 — — — — — — 5,877 22,525 28,402 — 28,402

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 — — — —

期內總全面收益 — — — — — — 5,877 22,525 28,402 — 28,402

發行股份 8,700 119,331 — — — — — — 128,031 — 128,031

已批准之去年股息 — — — — — — — (33,401) (33,401) — (33,40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1,752 119,331 (25) 6,702 21,771 190 6,470 503,922 700,113 — 700,113



– 5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使用之淨現金 (258,639) (279,061)

投資活動產生╱（使用）之淨現金 4,277 (6,044)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之淨現金 68,819 (39,3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185,543) (324,42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396 685,24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1) (7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1,852 36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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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列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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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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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經重估若干金融工具而進行修訂之過往成本慣例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相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財務報表應與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並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無大幅改動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所申報之金額。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在評估初步應用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然而，尚未能確定該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售物品凈發票值以及本集團所賺取之服務收入。

4. 分部報告

 (a) 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以作出策略決定所審閱之報告釐定經營分部。本集團主要經營一個業務
分部，即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及個人電腦零件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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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地區資料

  營業額

按地區劃分之本集團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亞太區（「亞太區」） 1,014,218 1,185,991

北美洲及拉丁美洲（「NALA」） 264,565 283,70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420,728 477,080

歐洲、中東及非洲（「EMEAI」） 900,319 959,006

2,599,830 2,905,784

 (c) 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下表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之分析：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圖像顯示卡 1,556,526 1,920,332

電子生產服務 746,277 677,627

其他電腦相關產品及零件 297,027 307,825

2,599,830 2,905,784

 (d)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期間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來自客戶之收入為610,92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65,683,000港元）。

5.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970 318

凈匯兌（虧損）╱收益 (15) 699

衍生金融工具之收益淨額 1,170 1,003

雜項收入 1,451 3,814

3,576 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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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墊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7,141 5,813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 2,371,387 2,683,389

陳舊存貨撥備 4,995 7,665

銷售成本 2,376,382 2,691,054

員工成本（附註） 167,102 154,534

核數師酬金 298 10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130 20,922

無形資產攤銷 864 8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撥備撥回） (6) 1,405

經營場所之經營租賃款項 14,919 13,620

已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

產品保修及退貨撥備╱（撥備撥回）（附註15） 6,726 (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包括股份付款約5,87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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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a)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本期間撥備 5,048 4,365

當期稅項— 中國
— 本期間撥備 1,644 838

當期稅項— 美利堅合眾國及韓國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 2

6,696 5,205

遞延稅項
—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 (684)

所得稅開支 6,696 4,521

根據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刊登之第58/99/M號法令第二章第十二條，本集團澳門附屬公司獲豁免繳
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一年：16.5%）
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根據中國相關所
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之應課稅溢利以法定稅率25%（二零一一年：25%）計算。

其他海外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9. 股息

如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所披露，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付及應付之
股息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按每股0.08港元宣派上個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33,401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02港元，總金額約為8,35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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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及假設股份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經已發行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盈利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2,525 35,171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2,260,426 330,518,668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 購股權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2,260,426 330,518,66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概無假設已行使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原因為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較股份於二零
一二年之平均市價為高。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兩個期間概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於期內，添置8,79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5,747,000港元）
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撇銷賬面淨值為1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862,626 858,169

減：累計減值虧損 (8,799) (8,805)

853,827 849,364

其他應收款項 11,325 24,031

按金及預付款 11,913 20,509

877,065 89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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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1個月內 453,928 514,133

1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 348,813 296,168

3個月以上但1年內 46,102 33,097

1年以上 4,984 5,966

853,827 849,364

銷售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發票日期起計30至60日。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1個月內 167,604 197,076

1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 67,803 35,291

3個月以上但1年內 17,041 22,055

1年以上 4,916 5,966

257,364 260,388

並未逾期或減值之應收款項與眾多近期沒有拖欠紀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有良好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董事們相信不必就此等結
餘計提減值，原因是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以及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
持有任何抵押品。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747,841 939,0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1,589 175,831

應付股息 — 31,296

889,430 1,146,220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須於十二個月內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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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1個月內 321,325 422,841

1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 337,917 401,415

3個月以上但1年內 85,836 113,617

1年以上 2,763 1,220

747,841 939,093

14. 借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進口貸款 — 有抵押 556,210 718,524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63,584 82,422

貼現票據及客賬融通貸款 5,728 12,691

625,522 813,637

根據銀行授予之協定還款條款，以上借貸之還款時間表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590,628 765,224

一年後到期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20,021 24,244

兩年以上但五年內 14,873 24,169

34,894 48,413

625,522 813,637

(i) 於期內╱年內，以上借貸按介乎1.93%（二零一一年：1.34%）至2.25%（二零一一年：1.59%）之實際利率
計息。

(ii) 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以零港元（二零一一年：7,129,000港元）之銀行存款作擔保。

(iii) 貼現票據及客賬融通貸款以本集團等額貿易應收款項作擔保。

(iv) 銀行具有凌駕一切之權利，可要求償還所有銀行貸款（不論本集團是否已遵守契諾及符合計劃還款責任）。
因此，銀行貸款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全部分類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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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撥備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產品保修及退貨撥備
於期初╱年初 7,894 11,216
額外作出之撥備 6,726 12,570
已使用 (5,276) (15,892)

期內╱年內凈變動 1,450 (3,322)

於期終╱年終 9,344 7,894

根據本集團之若干銷售協議條款，本集團將修正由銷售日期起計三年（「往績記錄期」）內出現之任何產品缺陷。
本集團亦訂有政策容許客戶於產品付運後兩年內退回任何有缺陷之產品。

因此，須就於往績記錄期內作出銷售之銷售協議保修及銷售退貨之最佳預期結算估計作出撥備。在決定撥
備金額時會考慮本集團近期之索償經驗，並只會為可能出現之保修索償作出撥備，而銷售退貨之撥備金額
則由管理層參考過往經驗及其他相關因素估計。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0,518,668 33,052
發行予公眾之股份 87,000,000 8,7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17,518,668 41,752

17. 經營租賃安排（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賃其大部份物業。物業租期因國家而異，惟全部均傾向由承租人負責維修，租金每1至8年檢討，很
多訂有終止條款。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一年內 29,191 29,287
一年後但五年內 98,742 99,207
五年後 5,887 17,660

133,820 14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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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訂約但未作出撥備 2,828 1,739

19. 關連人士披露

於期內，本集團與其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擁有之關連公司
— 人事支持服務費用及開支付還（附註i） — 1,786

本公司董事擁有之關連公司
— 租金（附註ii） 310 300

一家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
— 租金（附註ii） 58 94

本公司董事
— 租金（附註ii） 58 —

附註：

(i) 人事支持服務費用及開支付還由訂約方共同協定。

(ii) 租金開支乃根據協議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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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一）向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星期三）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股份0.02港元，
合計約8,350,000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上述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如欲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
股東必須最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其付訖印花稅之轉讓文據，
連同相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供登記有關轉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製造供原設計製造商╱原設備製造商（「ODM/OEM」）客戶使用之圖像顯示卡，亦製造
及推廣其自有品牌ZOTAC、Inno3D及Manli之圖像顯示卡。本集團向全球知名品牌提供電子
製造服務（「EMS」）。在這些知名品牌之中，本集團為一間互聯網多媒體平板電腦、銷售點
（「POS」）及自動櫃員機（「ATM」）系統之供應商製造電腦主機，以及為一間發光二極體（「LED」）
供應商及一間快閃記憶體供應商製造模組。除圖像顯示卡及EMS業務外，本集團亦以其自有
品牌製造及銷售其他電腦相關產品，例如迷你電腦及電腦主機板，並從零件貿易中取得收益。
於回顧期間，圖像顯示卡仍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回顧期內，總收益減少約306,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906,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600,000,000港元，減幅為
11%。此乃主要由於圖像顯示卡銷售額下跌約363,000,000港元所致，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20,000,000港元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57,000,000
港元，跌幅為19%。跌幅主要由於以NVIDIA圖像顯示卡為基礎的新產品延後推出以及來自
ODM╱OEM合同製造客戶的圖像顯示卡需求放緩。ODM╱OEM合同製造業務所取得的收益
下跌約284,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45,000,000港元下跌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61,000,000港元，跌幅為27%。

來自亞太區的收益減少約172,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186,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14,000,000港元，減幅為
15%。減幅乃主要由於在該地區出售予ODM╱OEM基礎客戶的圖像顯示卡銷售額大幅下跌約
284,000,000港元所致，跌幅為27%。自有品牌圖像顯示卡在中國地區面對來自競爭對手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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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競爭，導致銷售額下跌約56,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77,000,000港元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21,000,000港元，跌幅為12%。
NALA與EMEAI地區各自錄得個別跌幅分別約7%及6%。

於回顧期內，來自EMS業務的收益增加約68,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678,0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46,000,000港元，增幅為
10%。增幅乃主要由於POS及ATM系統以及LED產品的銷售額增長，成功抵銷互聯網多媒體
平板電腦與快閃記憶體模組銷售額的下降。

其他個人電腦相關產品與零件的銷售額減少約11,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308,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7,000,000港元，減
幅為4%。減幅主要由於零件貿易減少約46,000,000港元或38%，以及其他個人電腦相關產品銷
售額增加約35,000,000港元或19%之實際影響所致。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由材料成本、直接勞工成本、分包費用及生產間接費用組成。生產間接費用主要
包括租金開支、折舊、公用事業設施收費、特許權使用費、維修保養開支及包裝成本。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之銷售及主要銷售成本部份以及佔總銷售之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佔銷售 
百分比 千港元

佔銷售 
百分比

（未經審核）

銷售 2,599,830 2,905,784

銷售成本
材料成本 2,227,529 85% 2,533,136 87%
直接勞工 71,394 3% 78,111 3%
分包費用 8,104 0% 12,621 0%
生產間接費用 69,355 3% 67,186 3%

總銷售成本 2,376,382 91% 2,691,054 93%

毛利 223,448 9% 214,730 7%

於回顧期內，銷售成本減少約315,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691,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76,000,000港元，減幅為
12%。銷售成本比例下降主要由於在回顧期內銷售額下跌、產品組合改善及實現節省材料成
本之實際影響所致。直接勞工、分包費用及生產間接費用佔銷售的百分比與去年同期相同。直
接勞工成本減少約7,000,000港元或9%，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
額下跌所致。分包費用下跌約5,000,000港元或38%，抵銷了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生產間接費用約2,000,000港元或3%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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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毛利增加約8,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15,000,000
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23,000,000港元，增幅為4%。該增幅乃主
要由於在回顧期內的產品組合改變及節省材料成本所致。於回顧期內，直接勞工、分包費用及
生產間接費用的總額維持穩定。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下降約2,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6,000,000港元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000,000港元，降幅
為33%。此乃主要由於在回顧期內所賺取的雜項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於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費用減少約5,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8,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3,000,000港元，減幅為10%。所
錄得減幅主要由於在回顧期內，就本集團的自有品牌圖像顯示卡業務支付的佣金減少，代理費、
營銷發展資金以及銷售代表聘用費減少所致。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的貨運與運輸成本亦下降，此乃由於銷售額下跌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增加約21,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6,000,000港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7,000,000港元，增幅為17%，其中薪金及補償連
同行政費用項目下的董事酬金增加約18,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74,0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2,000,000港元，增幅為24%。
薪金及補償以及董事酬金的增幅，可進一步細分為期內的年度薪金增幅、東莞的最低工資增
幅以及(i)人民幣升值之成本增幅影響約12,000,000港元，以及(ii)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就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以股份支付之報酬攤銷約6,0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產生最後一項費用。其他行政費用增加約3,000,000港元，
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2,0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55,000,000港元，增幅為6%。

上市開支

本集團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上市開支約為1,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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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回顧期內，融資成本增加約1,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000,000
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000,000港元，增幅為17%。融資成本的增
幅主要由於早前於二零一二年首季就材料採購進行融資以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利率上調所致。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內，所得稅開支增加約2,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5,0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000,000港元，增幅為40%。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減少約13,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6,000,000港元減少
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000,000港元，減幅為36%。期內溢利減少乃主要
由於與去年同期相比，本報告期內的開支及稅項增加約22,000,000港元以及毛利增加約8,000,000
港元的淨影響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約12,000,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35,0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000,000港元，減幅為
34%。

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1.60港元計算，來自發售（定義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刊發之招股章程）的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109,000,000港元。本集團擬按照日期為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之招股章程所載運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即約46,000,000港元用於擴大產能，
24,000,000港元用於推廣及開發新產品及品牌名稱，24,000,000港元用於研發，5,000,000港元用
於提升現有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及資訊科技資源，以及10,0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的營
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運用約2,000,000港元擴大生產設
施，約2,000,000港元推廣及開發新產品及品牌，約1,000,000港元於研發，以及約1,000,000港元於
ERP系統提升項目。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總流動資產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為2,113,000,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2,420,000,000港元，而總流動負債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為1,531,000,000港元
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971,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界定為總流動資
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2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1.4。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717,0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之約532,000,000港元。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約626,000,000港元及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814,000,000港元之借貸，以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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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577,000,000港元之總權益計算，本集團之
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權益）已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7%減少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之13%。資本負債比率之下跌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總權益增加
抵銷較低水平之銀行借貸以及手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淨影響所致。

利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有按浮動利率計息之借貸約626,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實際年利率介
乎1.93%至2.25%，可能令本集團承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本集團透過運用浮動轉固定利率掉期
之方式以管理其若干現金流量利率風險。該等利率掉期對將借貸由浮動利率轉為固定利率帶
來經濟效益。

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透過其營運相關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之銷售及採購
承受貨幣風險。產生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本集團透過訂立遠期外匯合約及表
現掉期合約以管理其若干匯率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及出售投資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概
無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或出售附屬公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4,980名僱員。本公司之薪酬政策自二零一一年年報刊
發以來並無改變。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經本公司
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整段回顧期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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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此前載列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以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新訂版本，適用於涵蓋二零一二年四
月一日後期間之財務報告）之原則及遵守其所有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
則條文第A.2.1條之情況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及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均由王錫豪先生擔任。鑒於
王先生於電子市場之豐富經驗，除擔任主席角色以負責本集團之整體策略管理及企業發展外，
彼亦積極參與及主導本集團經營其日常業務。董事會認為，由王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乃有利於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及管理。各執行董事及主管不同職能之高級管理層之角色與主
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相輔相成。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利於建立穩固及均衡之管理組織，讓本
集團有效運作。董事會目前由五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因
此在其構成方面擁有足夠之獨立元素。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審核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以及向董事會提供
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黎健先生、葉成慶先生
及張英相先生，而黎健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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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乃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
網站(www.pcpartner.com)。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
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栢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錫豪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錫豪先生、王芳柏先生、梁華根先生、何乃立先生及文偉
洪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何黃美德女士及招永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成慶先生、黎健先
生及張英相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