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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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Wide Touch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世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2）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公告

世達科技（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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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中期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
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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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423,701 537,502
銷售成本  (411,851) (494,338)
   

毛利  11,850 43,164
其他收益－淨額  18,846 119,309
其他收入  684 405
分銷成本  (15,840) (12,222)
行政費用  (75,443) (81,975)
   

營運（虧損）╱溢利 5  (59,903) 68,681
財務成本－淨額 6  (469) (1,43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及減值撥備  (9,335) (4,10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9,707) 63,139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562 (1,96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68,145) 61,175
   

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
   （虧損）╱收益  (55,930) 29,39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55,930) 29,39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24,075) 90,57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之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以每股港仙計） 8  (2.33) 2.09
 －攤薄（以每股港仙計） 8  (2.33) 不適用
   

股息 9  11,708 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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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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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400 572,382
土地使用權  4,749 4,806
無形資產  78,139 74,06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3,165 22,5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  282,055 357,30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531 13,99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034 17,126
   

  944,073 1,062,183
   

流動資產
存貨  97,742 149,075
應收貿易賬款 11  185,734 209,5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301 24,735
應收一名關連人士的款項  2,572 –
可收回即期所得稅  262 14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  1,234 1,3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5,078 325,892
   

  551,923 710,767
   
   

總資產  1,495,996 1,772,95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所有人權益
股本 12  292,708 292,708
股份溢價 12  565,489 565,489
其他儲備及保留盈利  209,740 345,523
   

  1,067,937 1,203,720
   



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39,583 62,500
其他應付款項  – 8,24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50 1,976
   

  41,233 72,72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3  128,730 154,99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1,834 87,465
銀行借貸  177,638 242,149
融資租賃承擔  80 973
即期所得稅負債  8,544 10,928
   

  386,826 496,507
   
   

負債總額  428,059 569,230
   

權益及負債總額  1,495,996 1,772,950
   

流動資產淨額  165,097 214,26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09,170 1,276,443
   



5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可供出售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法定儲備 金融資產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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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92,708 565,489 (215,150) 12,411 2,224 33,545 29,078 22 483,393 1,203,720
 期內虧損 – – – – – – – – (68,145) (68,14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 – – – – – (55,930) – – (55,930)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55,930) – – (55,930)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55,930) – (68,145) (124,075)
期內派付與二零一三年
 相關的股息 – – – – – – – – (11,708) (11,708)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 216 – – (216)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92,708 565,489 (215,150) 12,411 2,224 33,761 (26,852) 22 403,324 1,067,937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92,708 565,489 (215,150) 12,411 – 32,463 10,074 22 367,517 1,065,534
 期內溢利 – – – – – – – – 61,175 61,17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收益 – – – – – – 29,399 – – 29,399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9,399 – – 29,399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9,399 – 61,175 90,574
購股權－僱員服務價值 – – – – 2,224 – – – – 2,224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 612 – – (612)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92,708 565,489 (215,150) 12,411 2,224 33,075 39,473 22 428,080 1,15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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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營運活動所得現金 2,855 8,999
已付利息 (2,806) (4,028)
已付利得稅 (1,800) (1,726)
   

營運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751) 3,245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741) (14,372)
無形資產增加 (11,904) (11,058)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3,80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所得款項 9 13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152,055 126,640
已收利息 2,922 3,036
已收股息 – 2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金融資產的預付款項 – (9,376)
   

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3,539 95,03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新增銀行借貸 207,027 459,311
償還銀行借貸 (294,404) (490,910)
向一名關連人士墊款 (2,572) –
融資租賃承擔的資本償還 (893) (3,282)
已付股息 (11,708) –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02,550) (34,8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80,762) 63,39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5,892 365,2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外滙（虧損）╱收益 (52) 2,41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5,078 4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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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世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在開曼群島根
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條法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
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
一系列高科技產品，以及自動化相關設備貿易及提供相關服務。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千港元為呈列單位。本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獲批准。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審閱而未經審核。

重要事件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至四月，本集團於市場出售合共282 ,602股S y n a p t i c s 
Incorporated（於納斯達克上市，並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份，並於簡明
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認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收益25,271,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本集團於市場出售合共341,792股Fingerprint Cards AB（一間
於納斯達克OMX斯德哥爾摩交易所(NASDAQ OMX Stockholm)上市的公司，並分
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份，並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認出售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虧損6,359,000港元。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成。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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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概無其他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將會對本集團構成
重大影響。

已頒佈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但對本集團之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之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的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釋第21號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已頒佈惟並未生效及並無提早
採納的新準則及經修訂準則以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如下：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第38號 釐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及第9號（修訂本）  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對沖會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收購共同經營之權益的入賬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管制遞延賬目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訂立合約的收益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
  週期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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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現時正評估此等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的詮釋之影響，暫時未能申
明其會否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管理層根據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所審閱用於制訂決策的報告釐
定營運分部。

首席執行官從不同產品類別角度考慮業務。可報告營運分部乃劃分為自動化、
生活能源、生活安全及生物觸控。

其他產品主要包括通訊及汽車相關產品。該等產品業務不符合可報告分部的
條件，因為有關分部未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的量計水平，因此該等
業務的分部資料納入「其他分部」內。

分部間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本集團按分部劃分的收益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分部間 來自外部 分部收益 分部間 來自外部
 總額 收益 客戶收益 總額 收益 客戶收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自動化 200,562 (954) 199,608 176,284 (1,063) 175,221
生活能源 24,584 – 24,584 16,176 – 16,176
生活安全 88,671 – 88,671 53,914 – 53,914
生物觸控 53,432 – 53,432 223,894 – 223,894
其他分部 57,406 – 57,406 68,297 – 68,297
      

總計 424,655 (954) 423,701 538,565 (1,063) 53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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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資料與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虧損）╱溢利
自動化 (607) 2,130
生活能源 30 163
生活安全 1,913 520
生物觸控 (19,764) 12,007
其他分部 1,059 238
  

總計 (17,369) 15,058
  

未分配
不同可報告分部及總辦事處分佔折舊 (8,735) (8,641)
土地使用權攤銷 (58) (58)
其他收益－淨額 18,846 119,309
其他收入 684 405
其他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53,271) (57,392)
財務成本－淨額 (469) (1,43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及減值撥備 (9,335) (4,10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9,707) 63,139
  

向首席執行官申報來自外界的收益計量方式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的計量方式相符。

首席執行官根據對經營利潤的計量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方式與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符。

由於其他收益－淨額、其他收入、部分分銷及行政開支、折舊及土地使用權攤
銷無法就各項產品劃分，亦不屬於特定可報告分部，故並無分配予各分部。
由於財務成本－淨額及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及減值撥備由掌管本集團營運資金
的中央財務及會計部門管理，故此類活動並無分配予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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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可報告分部應佔資產與資產總額之對賬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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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自動化 225,986 201,654
生活能源 30,623 43,755
生活安全 98,606 96,785
生物觸控 123,298 198,428
其他分部 113,726 122,892
  

可報告及其他分部的分部資產 592,239 663,514
  

未分配：
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316,256 323,580
土地使用權 4,749 4,80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2,055 357,30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3,165 22,5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531 13,996
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存貨 62,810 76,994
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169 34,05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 1,234 1,321
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5,788 274,879
  

資產總額 1,495,996 1,772,950
  

就資產總額提呈予首席執行官的金額按與綜合財務報表相符的方式計量。分
部資產指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應收貿易賬
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可收回即期所得稅、應收一名關連人士
的款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商譽及存貨。

未分配分部資產包括多個可報告分部所佔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存貨、土地使用權、遞延所得
稅資產、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上述各項無法就各項產品劃分，亦不屬於特定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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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運（虧損）╱溢利
期內以下項目已於營運（虧損）╱溢利入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7,833 11,800
土地使用權攤銷 58 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636 33,7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8 1,13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2,224
  

6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922 2,633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 365
  

 2,922 2,998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  (2,374) (3,006)
 －融資租賃承擔 (6) (72)
 －信託收據貸款 (426) (912)
 －應付或然代價利息理論增值 (585) (798)
  

 (3,391) (4,788)

減合資格資產之資本化金額 – 353
  

 (3,391) (4,435)
  
  

財務成本－淨額 (469)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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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985) (2,839)
 －有關過往年度之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 2,686 –
  

 701 (2,845)
遞延所得稅 861 881
  

 1,562 (1,964)
  

所得稅撥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根據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
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於中國營運實體適用的法定所得稅率為2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5%）。

8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除以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千港元） (68,145) 61,17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計） 2,927,084 2,927,08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2.3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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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經調整加權平均數計算，並假
設已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本公司擁有一類潛在攤薄普通股：購股
權。就購股權而言，乃根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的認股權的貨幣價格計
算釐定可能已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場股價釐定）購入的
股份數目。上述所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已發行的股份數目（假設購股權獲行
使）作出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千港元） (68,145) 61,17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計） 2,927,084 2,927,084
 經調整：
 －購股權（千計） 334 –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計） 2,927,418 2,927,084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以每股港仙計） (2.33) 不適用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每股股份0.4港仙 – 11,708
已付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股份0.4港仙 11,708 –

  

 11,708 11,708
  

董事會概無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股份0.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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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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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股份 185,395 260,644
非上市股份 96,660 96,660
  

 282,055 357,304
  

上市股份市值 185,395 260,644
  

若干非上市股份的公平值乃使用不基於可觀察數據之貼現現金流量法釐定。

若干非上市股份乃按成本計量。

上市股份的公平值乃根據其於報告期末所報的市價而釐定。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由管理層個別進行減值審查。並無
減值撥備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認。本集團並未持有該等結餘的任何
抵押物。

於報告期末，概無抵押任何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作為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的抵押
品。

11 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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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 186,402 210,427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68) (828)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85,734 20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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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出30日至90日信用期。於接納後自動化產品的客戶獲授
介乎30日至60日的信用期。根據發票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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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30天 86,877 131,227
31至60天 46,418 30,672
61至90天 30,032 27,167
91至120天 10,768 6,590
120天以上 12,307 14,771
  

 186,402 210,427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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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月一日 828 537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131 29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291) –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668 828
  

12 股本及溢價
 股份數目 普通股面值 股份溢價 合計
 （千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927,084 292,708 565,489 85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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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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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30天 64,592 99,071
31至60天 32,506 28,922
61至90天 12,115 14,652
91至120天 11,483 9,387
120天以上 8,034 2,960
  

 128,730 15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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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過去六個月，本集團一直積極推行其改革策略，從以製造業為重點的勞動密集型
實體轉型為增值創新技術公司。除此之外，本集團亦重新審視其營運，並繼續精簡
若干利潤偏低的業務分部，轉移將本集團之資源調撥至生物識別安全技術等潛力
較大的業務分部。鑑於生物識別安全技術日益普及，應用範疇更加廣泛，加上電子
製造服務（「EMS」）業務市場前景暗淡，證明本集團的轉型策略已走上正軌。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自動化產品佔本集團總收益的47.1%（二零一三年同期：
32.6%）；生活能源產品佔5.8%（二零一三年同期：3.0%）；生活安全產品佔20.9%（二零
一三年同期：10.0%）；生物觸控產品佔12.6%（二零一三年同期：41.7%）；而其他分部
則佔13.6%（二零一三年同期：12.7%）。

自動化

佳力科技有限公司（「佳力科技」）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
年，佳力科技錄得收益199.6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47.1%。

佳力科技持續錄得平穩表現，實有賴於來自手機製造業及測試設備業的強大需求，
以及其卓越的售後服務。隨著中國製造商對自動化技術的好處日益關注，本集團相
信，自動化業務長遠將繼續為本集團貢獻穩定收益。

生活能源

本集團的生活能源產品分部主要包括無線充電裝置。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無線充電裝置產生的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51.9%至24.6
百萬港元。鑑於無線充電市場需求殷切，本集團早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已
對增長迅速的無線充電業的創新先驅PowerMat Technologies Ltd.（「PowerMat」）作出兩
項目光遠大的策略性投資，而此等投資於本年度已取得回報。

PowerMat於今年六月開展其PowerMat可攜式無線充電裝置於美國全國星巴克的公開
展示，第一站是三藩市灣區的星巴克分店。PowerMat充電服務在星巴克分店推行全
國公開展示，勢將進一步擴大PowerMat的市場佔有率，從而推動PowerMat充電產品
的銷量。除星巴克外，PowerMat擁有眾多譽滿全球及品牌多元化的客戶群，包括通
用汽車、寶潔及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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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無線充電在美國乃至亞太地區日益普及，本集團充滿信心，相信PowerMat有能
力為本集團的投資帶來豐碩回報。

至於等離子光源產品方面，其繼續帶來相對細微的收益，這與本集團將其資源重新
調配至利潤較高的業務分部的策略一致，而本集團將繼續細意挑選能夠同時帶來
可觀利潤以及強勁現金流的合適項目。

生活安全

生活安全產品分部主要包括用於世界名牌筆記本電腦的生物識別指紋模組以及指
紋生物識別裝置。於回顧期間內，生活安全分部產生的收益上升64.6%至88.7百萬港
元。

本集團堅信生物識別安全技術以及安全網絡或流動通訊的需求均不斷增長，而本
集團已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在香港、台灣及新加坡，成功推出了世上首個生物識別
指紋私隱保障平台，即FingerQ；及一款生物識別通訊裝置，即PrivacQ。FingerQ配備
了多項由本集團開發的專利技術。於回顧期間內，除指紋識別技術外亦新增了語音
及面孔辨識等多項先進功能，大大提升了數據傳輸的安全。由於安全網絡通訊功能
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因此，指紋識別或面孔辨識等生物識別技術將迅速成為身份
認證及保護等裝置廣泛應用的一大功能。

積極參與展覽及業界活動，是本集團推廣其生物識別安全技術的主要一環，能提高
品牌知名度之餘同時亦為日後締結夥伴關係奠定基礎。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至十
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二零一四年消費電子展上，PrivacQ Q-Case榮獲二零一四
年國際消費電子展無線手機配件產品類別創新設計與工程獎。本集團亦參加了在
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二零一四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以及在中國上海舉行的二零
一四年亞洲移動通信博覽會，在兩項活動中FingerQ與PrivacQ產品均大受業界青睞。

生物觸控

由於本集團的策略包括將其資源集中於利潤較高的業務分部，因此，本集團生物觸
控分部的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53.4百萬港元下跌76.2%。

其他分部

本集團其他分部主要包括通訊及汽車相關產品。銷售通訊及汽車相關產品分別錄
得14.2百萬港元及29.8百萬港元的穩定收益，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的3.4%及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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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為了在無需對研發投入大量時間及資源的情況下促進本集團轉型為一家技術公司，
本集團選擇對技術作出投資。為達此目的，本集團已投資於多間主要從事生物識別
安全、無線數據傳輸及通訊的技術公司，力求促成未來的合作及創造協同效益，從
而研發出更多強大的產品。

新投資

Link Mobility Group

隨著電子商務及流動付款漸趨普及，生物識別安全在當中的角色亦日益重要，有
鑑於此，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收購Link Mobility Group（「Link Mobility」）之股份。於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其680,081股股份，價值約為17.1百萬港元。於Link 
Mobility的投資將有助本集團鞏固與該公司的夥伴關係，從而提供首屈一指的解決
方案，憑藉FingerQ改變經由互聯網交換安全付款資料的方式，繼而進一步創造協同
效益以及提升其來自電子付款市場的收益。

Link Mobility為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領先的流動解決方案及流動服務供應商，其協助
客戶與其顧客溝通，並提供流動付款解決方案。Link Mobility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涵蓋
流動付款、流動市場推廣、流動通訊、流動客戶關係管理乃至流動應用程式等。

生物識別安全技術

成功推出FingerQ及PrivacQ已彰顯了本集團在生物識別安全技術方面的獨有優勢。為
了從生物識別安全技術未來預期增長中獲益，本集團已投資於多間走在生物識別
安全技術發展前線的公司，包括：

Fingerprint Cards AB

Fingerprint Cards AB（「FPC」）為一間於納斯達克OMX斯德哥爾摩交易所(NASDAQ OMX 
Stockholm)上市的瑞典公眾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645,186股FPC
股份，價值約為36.4百萬港元。FPC開發、生產及推廣生物識別零件及技術，該等零
件及技術可透過分析及配對個人的指紋而驗證個人身份。該技術包括可單獨或相互
配合使用的生物識別感應器、處理器、計算法則系統及模組。鑒於本集團與FPC均
涉足指紋生物識別系統的開發及銷售，故本集團認為，此項投資將促進與FPC的長
期策略性夥伴關係，能提高有利的商業協同效益，並有助開發功能更強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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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X ASA

IDEX ASA（「IDEX」）為一間於奧斯陸證券交易所Oslo Axess市場上市的挪威公眾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21,373,299股IDEX ASA股份，價值約為127.8百
萬港元。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額外增購IDEX ASA股份。由於本集團與IDEX均從事資
訊科技相關產品（尤其是指紋生物識別系統）的開發及銷售，故此項投資乃促進與
IDEX長期策略性商業合作的良機。

IDEX專門從事指紋成像及識別技術。IDEX的願景為確保個人可安全、可靠及人性化
地使用其個人身份識別。IDEX已基於該公司的核心知識產權（包括獲專利的指紋成像
原理、傳感方案及芯片設計）開發出備受讚譽的SmartFinger®技術平台。SmartFinger®解
決方案可流暢地與各種內置應用結合，例如流動電話、一次性密碼裝置、智能咭、
付款咭及身份證、付款終端機、存取控制裝置以及生物識別安全與登入標識符。

Synaptics Incorporated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出售合共282,602股Synaptics Incorporated股份，涉及的
總代價約為131.1百萬港元，並確認約25.3百萬港元的收益。出售的所得款項有助本
集團進一步鞏固其現金流狀況作長期的業務營運。

無線數據傳輸技術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日漸普及，不僅產生對數據安全技術的高度需求，亦產生大量
而密集的數據流量，因此，超高速無線數據傳輸的支持已不可或缺。

Keyssa Inc.（前稱WaveConnex）

Keyssa, Inc.為一間美國私人公司，其主要業務為開發無線數據傳輸技術，該公司已於
回顧期間內由WaveConnex改名為Keyssa。預期此項投資將會鞏固本集團於無線數據
傳輸及流動網絡市場的立足點。

通訊技術

由於推出3G及4G預期將帶動高速無線數據傳輸基礎設施的強勁需求，故本集團於
二零一二年投資兩間從事無線電訊系統及零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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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Radio Device Technologies, Inc.

Advanced Radio Device Technologies, Inc.（「ARDT」）的主營業務為有關通訊及相關設備所
需半導體解決方案的研發、銷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層預期，本集團將受惠於ARDT
的技術及精簡運作，有助本集團在射頻（「射頻」）通訊應用市場佔據一席之地。

Tekmar, Inc.

由於Tekmar持續錄得虧損及目前面臨財政困難，故本集團於作出策略性考量後，決
定就其於Tekmar之權益作出為數6.1百萬港元之減值撥備。Tekmar專門從事開發、製
造及銷售電訊級別無線電訊系統及零件，包括供4G LTE FDD及TDD基礎設施使用之
射頻過濾器。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為423.7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
同期：537.5百萬港元），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變動百分比

自動化 199.6 47.1% 175.2 32.6% 13.9%
生活能源 24.6 5.8% 16.2 3.0% 51.9%
生活安全 88.7 20.9% 53.9 10.0% 64.6%
生物觸控 53.4 12.6% 223.9 41.7% (76.2)%
其他分部 57.4 13.6% 68.3 12.7% (16.0)%
    

 423.7 100% 537.5 100.0% (21.2)%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下跌21.2%至423.7百萬港元。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產品組合更改及需求下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11.9
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下跌31.3百萬港元。基於相同原因，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8.0%跌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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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收益淨額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100.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出售被投資公
司股份所產生的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大幅減少所致。

分銷成本

於回顧期內，分銷成本由12.2百萬港元輕微增加至15.8百萬港元。此項增加主要是由
於FingerQ及PrivacQ的數據儲存費用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於回顧期內，行政費用由82.0百萬港元微跌至75.4百萬港元，此乃由於僱員成本減少
及並無產生購股權開支。

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1.0百萬港元，因銀行貸款利息開支減少所致。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為68.1百萬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溢利61.2百萬港元。

財務資源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債務結構

憑藉本集團嚴守其保守的財務管理制度，因而繼續維持良好及穩健的流動資金狀
況。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計為245.1百萬港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5.9百萬港元）。營運資金為流動資產淨額165.1百萬
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4.3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4（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

銀行借貸主要以美元及港元計值，並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
某一息率計息，其包括信託收據貸款73.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百萬港元）及銀行貸款144.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0.6百萬港
元）。此等銀行借貸乃由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抵押。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出現淨現金狀況，即各報
告期末的銀行結餘及現金超過債務總額。



2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百萬港元）及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貨幣風險及管理

於期內，本集團收取之款項主要以美元及港元列值。本集團之付款主要以美元、港
元及人民幣支付。

就人民幣而言，由於本集團之生產廠房位於中國，故大部分勞工成本及製造經常費
用均以人民幣列值。因此，人民幣升值將對本集團之利潤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將
密切監察人民幣之趨勢並在有需要時考慮與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訂立外滙遠期合
約以減低貨幣波動的潛在風險。

未來資本投資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目前，本集團的經營及資本開支主要透過營運現金流及股東權益等內部資源以及
部分銀行貸款提供資金。本集團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及未動用銀行信貸額應付未來
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960名（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
名）主要在香港和中國工作的全職員工。

本集團根據目前業內慣例為其僱員給予薪酬及提供福利，並會根據本集團的財務
表現和個別員工的表現向員工發放酌情花紅。

此外，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之條
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

業務展望

流動生物識別安全已由一種有趣的概念，演化為所有智能流動裝置必備的功能。在
流動裝置中配備更方便的認證及身份鑑定功能這大趨勢，令生物識別認證在消費
技術方面日趨重要。這包括多種生物識別模式，例如指紋、面孔及語音核證技術。
本集團正在將其供應的技術及產品範疇，從硬件及應用擴闊至超越上鎖及解鎖功
能的全方位解決方案，從而將本集團轉型為領先的生物識別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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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加上貫徹落實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已使本集團在生物識別安全
市場上取得領導地位。在未來數年，本集團將堅持其轉型策略，逐步縮減其毛利率
較低的電子生產業務，並投資在目標行業具領導地位的技術公司。此外，本集團致
力於吸引更多應用程式開發商及策略性夥伴在FingerQ安全平台上加入更多功能，以
及支援頂級的主流運作系統（包括iOS、安卓及視窗個人電腦），從而令FingerQ平台
更人性化。本集團銳意提升其產品質素及技術產品，使人們生活更方便、更安全，
藉以拓闊其全球的業務發展。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一直積極參與國際認可的展覽會及貿易展覽，並且榮
獲多個獎項及知識產權，而未來在這方面仍會繼續努力。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本
集團將參加在今年下旬於倫敦舉行的Biometrics 2014及Apps World Europe 2014，爭取
在歐洲市場曝光及為本集團的開發商網絡招攬更多應用程式開發商，以祈提高本
集團的生物識別安全品牌在國際間的知名度。這大方向將有助本集團從硬件及應
用供應商轉型為能提供多重生物識別認證解決方案的虛擬平台營運商。

過去數年在技術公司的投資已開始收成，市場上的歡迎程度亦與日俱增。本集團正
開拓流動付款領域，因流動商務正在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生態環境及價值鏈，孕育出
一個更有利的環境讓流動裝置的生物識別應用得以成長。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專注
於鞏固其應用生物識別認證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力求盡掌市場對數據私隱及安
全方面不斷增加的需求。相應地，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金及資源以取得更多專利及
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從而壯大新的增長利基及競爭優勢。本集團相信其正投資在
正確的領域，定能掌握流動付款的市場趨勢以及安全虛擬營運的強勁需求。假以時
日，預期此等投資均會為本集團創造具價值的協同效益。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推動產品創新，並進一步在全球投資於與本集團策略一致
的技術公司。本集團的最終目標是擠身為全球領導的生物識別安全解決方案供應
商之一。管理層對本集團的長遠前景仍充滿信心，並相信有能力繼續為股東帶來可
觀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每股股份0.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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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贖回或兌換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為提高本公司管理並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會認
為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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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並無根據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A.2.1將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角色區分。王國芳先生（「王先生」）目前出
任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王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並於電子及技術行業
的製造、供應鏈及市場推廣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相信，由王先生兼任兩個職
位，彼將能為本集團提供強而穩健的領導力，並提供更多有效及高效業務計劃及
決定以為執行本集團之長期業務策略。因此，此架構有利於本集團之業務前景。此
外，本公司目前的管理架構包括充足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相信此舉將可維
持權力平衡。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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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集團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
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書面職權範圍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包括檢討與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事宜與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本
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王振邦先生、李國安教授及陳偉先生。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
的外聘核數師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wwtt.hk)內發表。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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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的管理層及各員工於期內的貢獻表示感謝，
並對各股東及業務夥伴一直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世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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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國芳先生、程佩儀女士及陳輝
傑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王振邦先生、李國安教授及陳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