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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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Cub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微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中國微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年度業績，連同上一個年度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3  
　電子產品  15,906 23,097
　財務投資  (876) (33,248)
   

  15,030 (10,151)
   

已售電子產品成本  (16,044) (23,108)
經紀費用及佣金開支  (151) (113)
   

  (16,195) (23,221)
   

  (1,165) (33,3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795 88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66) (451)
行政開支  (38,188) (33,681)
研究成本  (13,541) (7,206)
其他營運開支  (1,910) (1,269)
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股本投資所得收益  1,631 –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16,186) (98,327)
　兌換期權衍生工具  – (390)
　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  22,276 25,810
修訂可換股債券產生之收益  49,693 –
財務費用 4 (21,762) (19,480)
   

除稅前虧損 5 (17,723) (16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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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 6 (79) –
   

本年度虧損  (17,802) (167,486)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199) (156,601)

　非控股權益  (11,603) (10,885)
   

  (17,802) (167,486)
   

股息 7 – –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重列）

基本及攤薄  (0.91)港仙 (27.4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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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17,802) (167,48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3,249 (3,508)

 於出售一項可供出售股本投資時撥回 (1,631) –

　所得稅影響 (267) 579
  

  

 1,351 (2,92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49 124
  

  

本年度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500 (2,805)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16,302) (170,291)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783) (159,532)

　非控股權益 (11,519) (10,759)
  

  

 (16,302) (17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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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4 2,053

預付土地租賃款  – –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12,599 15,30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203 17,357
   

   

流動資產   

應收票據  – 15,38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9 92,045 106,874

存貨 10 478 1,174

應收貿易賬款 11 737 3,35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823 3,476

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  4,533 –

受限制銀行結存  1,953 –

現金及銀行結存  30,747 49,989
   

   

流動資產總值  132,316 180,24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72 368

應繳稅項  12 1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205 8,859

應付融資租賃款  85 140

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  – 19,730
   

   

流動負債總額  13,374 29,109
   

   

流動資產淨值  118,942 1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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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3,145 168,494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款  – 85

可換股債券  65,379 161,848

債券  70,515 –

遞延稅項負債  582 31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6,476 162,248
   

   

淨資產╱（負債）  (3,331) 6,246
   

   

權益╱（資產虧絀）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6,779 33,896

儲備  16,641 (10,560)
   

   

  23,420 23,336

非控股權益  (26,751) (17,090)
   

   

權益總額╱（資產虧絀）  (3,331) 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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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呈列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虧損淨額 17,80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67,486,000港
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亦錄得流動資產淨值 118,94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1,137,000港
元）及資產虧絀 3,33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資產淨值 6,246,000港元）。負債淨額狀況欠佳乃因本集團近年來累
計虧損所致。

鑒於該等狀況，本公司董事已考慮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本公司的資本基礎。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本公司與於二零一零年所發行本金額為 200,000,000港元的可轉換債券債券持有人訂立
修改契約（「修改契約」）。此舉令可換股債券的到期日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延長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
日及本公司可行使選擇權要求債券持有人於到期日將本金額為 100,000,000港元的部分可換股債券悉數兌換為本
公司股份。於到期日之前，債券持有人可按每股 0.33港元將本金額為 100,000,000港元的債券兌換為本公司股
份。有關可換股債券條款的進一步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之通函。

本公司董事認為，訂立修改契約已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狀況。此舉有助於本公司於可見未來從事其他企業活
動，從而擴大其資本基礎。於市場狀況有利於本公司時，本集團將考慮其他集資活動。

本集團一直竭力於加大力度研究及發展集成電路技術。本公司董事認為，當該技術推向市場時，將改善本集團
之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從而提高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受限制銀行結存）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
資分別為 32,700,000港元及 92,045,000港元，並無即期銀行及其他借貸或流動債務。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遵守可換股債券的所有條款及金融契約。

本公司董事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乃經考慮上述因素後按持續經營基準妥善編製。

倘本集團不能按持續經營基準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撇減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出現的任何
有關額外負債作出撥備。該等調整的影響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7

1.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財
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已按公平值計量之股本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除外。此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
元」）列示，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據均零整至千位。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乃就與本公司相
同之報告期按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收購日期起綜合入賬，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
日，並至該控制權終止為止一直綜合入賬。本集團內交易所產生之一切集團內結餘、交易、未變現收益及虧損
以及股息於綜合入賬時悉數撇銷。

即使會產生虧損結餘，附屬公司之全面收益總額仍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

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之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於入賬時列作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
賬面值及 (iii)計入權益的累計匯兌差額；並確認 (i)已收代價的公平值，(ii)任何獲保留投資的公平值及 (iii)計入
損益的任何相關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已確認的本集團應佔成份，乃視乎情況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
留溢利。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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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高通貨
膨脹及消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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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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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其業務性質及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別進行組織及管理。本集團每一經營分類均代表
一策略業務單位，有關單位提供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所得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不同。經營分類之概要詳
情如下：

(a) 電子產品分類，買賣電子產品；

(b) 財務投資分類，包括證券投資及買賣；及

(c) 企業及其他分類，包括企業收入及開支項目以及研發集成電路技術。

管理層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開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類之業績。分類表現乃按可報告分類利潤╱（虧損）
進行評估。除於計算中剔除利息收入、財務費用、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收益、總部和公司費用
外，可報告分類利潤╱（虧損）的計量與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的計量方式一致。

分類資產不包括現金及銀行結存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和公司資產，因為該等資產乃按群組基礎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可換股債券、債券、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和公司負
債，因為該等負債乃按群組基礎管理。

分類之間並無買賣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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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務分類之收入、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
資本開支之資料。

 電子產品 財務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5,906 23,097 – – – – 15,906 23,097

　財務投資虧損 – – (876) (33,248) – – (876) (33,248)
        

        

總計 15,906 23,097 (876) (33,248) – – 15,030 (10,151)
        

        

分類業績 (4,377) (3,508) (15,729) (132,073) (47,734) (38,126) (67,840) (173,707)
        

        

調節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11 13

可換股債券之衍生工具部分        

 之公平值收益       22,276 25,810

修訂可換股債券產生之收益       49,693 –

未分配開支       (101) (122)

財務費用       (21,762) (19,480)
        

        

除稅前虧損       (17,723) (167,486)

所得稅開支       (79) –
        

        

本年度虧損       (17,802) (167,486)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861 5,120 104,713 139,310 3,697 2,275 110,271 146,705

調節        

未分配資產       36,248 50,898
        

        

資產總值       146,519 197,603
        

        

分類負債 6,782 6,890 120 120 6,407 2,391 13,309 9,401

調節        

未分配負債       136,541 181,956
        

        

負債總額       149,850 19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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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產品 財務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93 77 – – 541 395 634 472
        

        

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減值 – 17 – – – – – 17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 – – – 1,858 906 1,858 906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556 60 – – – – 556 60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 – – – 2 – 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 – – – 45 – 4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        

 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 16,186 98,327 – – 16,186 98,327
        

        

兌換期權衍生工具        

 之公平值虧損 – – – 390 – – – 390
        

        

股權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11 – – – 4,856 4,941 4,867 4,941
        

        

資本開支 90 22 – – 88 907 178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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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分類之收入、若干資產及資本開支之
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 歐洲及南非 綜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電子產品 13,981 21,606 1,925 1,491 15,906 23,097

　財務投資 (876) (33,248) – – (876) (33,248)
      

 13,105 (11,642) 1,925 1,491 15,030 (10,151)
      

非流動資產 1,604 2,053 – – 1,604 2,053
      

上述收入資料乃以客戶及股票市場所在地為依據。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以資產所在地為依據，不包括金融工具。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收入約 10,81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4,830,000港元）來自電子產品分類的向單一客戶作出之銷售。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5,906 23,097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收益╱（虧損） 4,015 (44,077)

出售應收票據之虧損 (5,383) –

上市公司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492 1,861

應收票據及可換股票據之利息收入 – 8,968
  

 15,030 (10,151)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1 13

政府擔保 1,406 126

其他 378 741
  

 1,795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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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 207

融資租賃款之利息 10 20

可換股債券之推算利息 21,752 19,253
  

 21,762 19,480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乃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6,044 23,108

折舊 634 472

研究成本 13,541 7,206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1,858 906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17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2 –

可供出售投資（於出售後自重估儲備轉撥）之公平值收益 (1,63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45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556 60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 –

即期－其他地區
　上年撥備不足 79 –
  

 79 –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二年：無），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內地
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現有法例、其有關之詮譯及慣例，按本集團營運所在的中國內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7. 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就本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此外，本年度並無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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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6,19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6,601,000港元）
及本年度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77,912,609股（二零一二年：570,176,500股（重列））計算，並作出調整以反映
本年度股份合併。

因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
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年內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值 92,045 106,874
  

10. 存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227 107

在製品 1 450

製成品 250 617
  

 478 1,174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除新客戶以外，通常需要預付款項。信貸期一般為一個
月，而主要客戶則可延長最多達兩個月。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賬款維持嚴謹之信
貸控制，而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由於逾 81%（二零一二年：98%）結餘為電子產品分類內兩大客戶
之應收賬項，故此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款為非計息。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款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或作出其他信貸改善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依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731 3,350

三個月以上 6 –
  

 737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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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依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至二個月內 48 248

三個月以上 24 120
  

 72 368
  

13. 股本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6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77,912,609股（二零一二年：3,389,563,047股）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6,779 33,896
  

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股本重組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效，其中涉及
下列事項：

(a) 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中每五股股份合併為一股合併股份；

(b) 藉註銷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的繳足股本 0.04港元將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削減，以組成（股份合併後）
每股 0.01港元的重組股份；及

(c) 因股本重組產生的進賬轉撥至本公司實繳盈餘。

本公司股本重組前後的法定股本保持不變，仍為 6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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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收入 15,000,000港元，而去年為負收入 10,200,000港元。本年度之虧損淨額
為 17,800,000港元，去年則虧損 167,500,000港元。本年度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為
0.91港仙（二零一二年：27.47港仙（重列））。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虧損淨額主要來自財務投資分類的
上市證券未變現虧損 16,200,000港元。

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二零一一年報告，中國內地之半導體消費市場於二零一一年增長逾
14.6%，達致 1,512億美元，佔全世界半導體消費 47.0%。大部分增長乃因中國內地生產智能手
機及平板電腦處於主導地位所致。自二零零一年以來，中國內地之半導體消費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4.4%，而全球總消費複合年增長率為 7.9%。中國內地半導體消費持續超越其他地區。

由於兩個驅動因素（全球電子設備生產繼續向中國內地轉移及設備中半導體超出平均比例），中國
內地半導體的增長繼續超過世界其他地區。於二零一一年，中國內地的電子設備生產亦已持續增
長，增加 10.7%且份額增至 33.2%，而同年全球生產僅增加 6.0%。移動互聯網及開源發展的市場
趨勢繼續發揮重大作用，指引市場未來走向。

本集團繼續致力研發其系統級芯片 (SoC)技術。正在開發的核心架構為可擴展可編程的多線程並
行處理器內核 (MVP)，這是一種基於多重處理和並行運算的全新高運算性能核心架構。中國微電
子的MVP為一種獨立開發的「中國芯」，特點是為中國內地廣闊的消費電子市場集合中央處理器
(CPU)及圖形處理器(GPU)性能於一個微處理器中。本集團開發這種全新處理架構，已通過推出其
和諧統調處理器技術為移動運算能力帶來革新，該技術包含具備優化編譯器的獨立指令集架構、
MVP並行運算核心及動態負載均衡的敏捷切換並行多線程 (SMT)之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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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加大力度升級及改造MVP的 SoC產品，並於市場中加速引進統一處理器 (UPU)

技術至各種終端應用。除利用UPU技術向策略合作夥伴及客戶提供技術開發服務外，本集團亦開
始與製造商合作開發教學平板電腦。由於對本集團研發MVP的 SoC產品所作出持續努力的認可，
本集團不斷獲得知名政府機構提供財務資助推廣基於自主開發 SoC的UPU技術。

由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本集團繼續於困難市場環境中經營電子產品業
務。鑒於歐洲及美國終端市場的不利經濟狀況及低迷氣圍中，電子產品出口市場的銷售需求仍然
十分疲弱。由於價格競爭異常激烈，本地電子配件的銷售訂單亦下滑。於本年度，電子產品分類
之銷售收入減少7,200,000港元或31.1%至15,900,000港元。本年度該分類的經營虧損增加900,000

港元或 24.8%至 4,4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動用其可用資金作財務投資。於本年度，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仍為主要風險因素，令
本地股市波動不定。隨着美聯儲及歐洲中央銀行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及財政措施，本年度本
地股市開始上揚並保持穩定。本年度財務投資分部錄得股本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之已變現收益
5,600,000港元、股本投資未變現虧損 16,200,000港元及出售應收票據之已變現虧損 5,400,000港
元。

前景

於二零一二年，中國內地佔全球智能手機產量 75%以上，達 12.1億部，較二零一一年增加 9.2%。
預期於二零一三年中國內地智能手機產量將達 12.8億部，較二零一二年增加 5.8%。全球智能手機
出貨量於二零一二年為 7.87億部，並將於二零一三年增加至 9.5億部。全球市場對平板電腦的需求
按年劇增 78.4%，於二零一二年設備出貨量達 1.28億部。全球平板電腦市場於二零一三年預計達
1.9億部，並於二零一七年增加至 3.523億部。鑒於該趨勢，憑借基於和諧統調處理器技術，依托
中國內地的龐大半導體消費市場，本集團將致力開拓及發掘市場機會，求得發展。

展望未來，作為主要因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陰霾不散及美國經濟增長緩慢仍拖累全球經濟復
甦。全球經濟將維持疲弱，宏觀經濟依然面臨挑戰。本集團將在發展現有業務和拓展新業務中繼
續保持警覺並採取審慎的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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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收入15,000,000港元，而去年為負收入10,200,000港元。本集團之收入主要包
括電子產品之銷售 15,900,000港元及財務投資之出售上市證券投資已變現收益 4,000,000港元。於
本年度，電子產品收入減少 7,200,000港元或 31.1%至 15,900,000港元。

本年度虧損為 17,800,000港元，而去年則虧損 167,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綜合資產虧絀為 3,300,000港元，而去年資產淨值為 6,2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多年
來股東應佔累計虧損所致。於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為 16,300,000港元，而去年全面虧損總額則為
170,300,000港元。

本年度之研究成本為 13,5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 7,200,000港元。研究成本主要用於發展本集團
基於MVP之產品 IC1。行政開支為 38,2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4,500,000港元或 13.4%。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現金儲備及銀行信貸為其業務營運融資。本集
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及短期存款為 30,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透支、計息之短期及長期銀行借貸（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照流動資產 132,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80,2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 13,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9,100,000港元）計算
之流動比率為 9.9倍（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2倍）。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承擔（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此外，
本集團並無其他或然負債或重大承擔。

資本結構

股本重組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獲本公司股東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批准，有關其詳情披
露於本公告附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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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即應付債券及可換股債券對淨值、債券及
應付可換股債券之比率）為 102.5%（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6.7%）。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借款主要以港元列示。本集團大部分銷售及採購均以美元及港元結算。因
此，本集團面臨之外匯風險僅屬輕微。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訂立修改契約，據此，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同意以
下列方式修改三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的若干條款及條件 (i)延長可換股債券的到期日，(ii)將若干部
份的可換股債券改為附息性質，(iii)對可換股債券附帶的兌換權施加限制，(iv)降低可換股債券的
兌換價及 (v)授予本公司權利，使之可於可換股債券到期時要求強制兌換。上述交易之詳情披露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的通函。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賬面值總額為 104,600,000港元之股本投資組合（包括可
供出售股本投資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本年度之有關股息收入為 500,000港元。

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資產抵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年度，本公司並無就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進行重大收購及出售。

招聘、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96名僱員，其中29名駐職香港，67名駐職中國內地。本
集團致力於員工培訓及發展，並為全體僱員編製培訓計劃。

本集團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並定期進行檢討。本集團根據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及業內慣例給
予若干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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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事宜。為符合出席本公司
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未登記為本公
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務請將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本年度，本公司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並沒有按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訂明將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角色分開。黃晧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董事會相信，此架構為本集團
提供強大而貫徹一致之領導，令業務規劃和決策以及在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上更有效率和效益。因
此，此舉對於本公司之業務前景有利。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細披露將載於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報內。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以監察及審閱本公司財務報告的完整性及有效性。審核委員會已
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而召開會議。審核委員會亦討論本公司之核數、財務及
內部控制以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為佟達釗先生（審核
委員會主席）、李志明先生及溫雅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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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之摘錄

以下為獨立核數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之摘錄，
當中包括一項重要事宜，但沒有保留意見：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允地反映 貴公司和 貴集團於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於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
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重要事宜

儘管我們並無發表保留意見，我們謹請 閣下垂注 貴集團該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1，其
顯示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產生綜合虧損淨額 17,802,000港元，截至當
日， 貴集團之總負債較其總資產超出 3,331,000港元。該等情況連同附註 2.1內所載其他事宜表明
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從而可能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造成重大疑問。」

上文獨立核數師報告之摘錄所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1」，在本業績公告內作為附註 1.1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黃晧先生及王溢輝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佟達釗先生、李志明先生及溫雅言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中國微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黃晧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