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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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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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收
益為 233,705,000美元，毛利為 19,743,000美元，而去年分別為 214,168,000 美元及 22,115,000 美
元。

儘管個人電腦（「個人電腦」）行業仍極具挑戰性，本集團仍通過積極擴大市場份額令收益得以增長
9%。本集團亦持續提高經營效率，使得經營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及一般及行政開支總額）較去年
減少 2,744,000美元，純利為 809,000美元。於本年度末，公司的應收賬款周轉日數、存貨周轉日
數及現金流量均有所改善，財務狀況愈顯強勢。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去年成功推出AMD/XFX R8系列顯卡，並贏得積極反響。主流客戶及發燒友均爭購此款
性能更佳、速度更快的顯卡。本公司的電源供應器（「電源供應器」）系列產品繼續廣受歡迎，實現
13%之業務增長。本公司分銷部的系統業務亦穩步增長。

總體而言，本集團在增加收入及提高經營效率方面有不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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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本集團將推出新一代XFX/Radeon R9系列顯卡。此乃一組專為滿足發燒友玩家不斷提高的要求而
設計的高性能顯卡。頂級 295X2是世界速度最快的顯卡，性能較之前的旗艦卡提高 40%。電源供
應器方面，本集團去年推出2款全模組化線材設計80+ 金牌級無風扇電源。今年，本集團將繼續開
發更高效的超靜音電源供應器。並且，本集團分銷部將持續增加其產品種類、推進業務發展並充
分利用本集團的全球協同效應。

本集團相信，本集團來年將再創佳績。

趙亨泰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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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233,705 214,168
銷售成本 (213,962) (192,053)

  

毛利 19,743 22,115
其他收入 264 8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54) (6,950)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887) (13,8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3 18  910
融資成本 (956) (958)

  

除稅前溢利 1,028 2,154
所得稅開支 4 (219) (96)

  

年度溢利 5 809 2,058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69 (121)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3) (1,825)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148 64
與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有關的重新分類調整 (59) –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55 (1,882)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964 176
  

每股盈利 6
基本（美仙） 0.09 0.22

  

攤薄（美仙） 0.09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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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91 6,136
 開發成本 219 792
 商標 290 294
 可供出售投資 – 134
 存放於人壽保單的存款 413 400
 租金按金 101 103

  

6,214 7,859
  

流動資產
 存貨 56,274 59,498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7 44,737 50,332
 可收回稅項 4 15
 已抵押銀行存款 2,702 2,691
 銀行結存及現金 9,363 8,626

  

113,080 121,16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4,870 24,616
 應付稅項 1,344 1,479
 融資租賃承擔 13 14
 銀行貸款 28,158 28,926

  

44,385 55,035
  

流動資產淨值 68,695 66,127
  

74,909 7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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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11,851 11,844
 股份溢價及儲備 9 60,808 59,831

  

總權益 72,659 71,67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51 65
 銀行貸款 2,199 2,246
 遞延稅項 – –

  

2,250 2,311
  

74,909 7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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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以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
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應披露規定。該等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披露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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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權益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剝採費用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經扣除折扣及銷售有關稅項後之已收及應收金額。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言，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資料側重
於本集團經營分部所提供各個品牌產品之銷售。本集團目前分為兩個經營分部，即銷售本集團品牌產品及銷售
其他品牌產品。該兩個經營分部構成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定期檢討有關本集團各分部之內部
報告之基準。於達致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概無匯集由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之經營分部。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下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本集團品牌產品 － 以本集團之品牌名稱生產及銷售市場視頻圖像顯示卡及其他電腦零件
其他品牌產品 － 分銷其他製造商之電腦零件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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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本集團品牌產品 其他品牌產品 綜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10,164 117,578 123,541 96,590 223,705 214,168

      

分部業績 2,186 3,597 611 322 2,797 3,919
    

利息收入 27 105
未分配企業開支 (840) (912)
融資成本 (956) (958)

  

除稅前溢利 1,028 2,154
  

主要產品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產品源自銷售市場視頻圖像顯示卡（計入本集團品牌產品之經營分部）為101,806,000美元（二零一三
年：109,007,000 美元）。其他則源自銷售其他電腦零件達 123,009,000美元（二零一三年：93,887,000 美元）及銷
售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其他達 8,89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11,274,000 美元）。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來自位於加拿大及美國客戶之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及其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資料詳述
如下：

按外界客戶劃分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加拿大 95,722 73,380 353 500
美國 72,468 65,855 3,529 3,654
亞洲 32,144 38,399 1,144 3,160
其他 33,371 36,534 775 11

    

233,705 214,168 5,801 7,325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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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銷售其他品牌產品所產生之收益 123,541,000美元（二零一三年：96,590,000美元）包括向本集團最大客戶銷售所
產生之收益 18,278,000美元（二零一三年：15,801,000美元）。

計量本集團之分部業績及分部資產時並無呈列分部資產、負債及其他分部資料，此乃由於並無就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有關資料。

3.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9) 1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於出售時重新分類自其他全面收益） 59 –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附註） 3 1,825

  

附註：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及上一年度已完成清盤程序。換算該等附屬公司資產淨值而產生之累計匯兌差額
將於清盤後從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該等附屬公司之清盤並未造成重大收益或虧損。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
 香港 5 8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2 93
 其他司法權區 120 145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香港 (1) (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 23
 其他司法權區 (43) (42)

  

219 226

遞延稅項 – (130)
  

219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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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按兩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主要包括美國及加拿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其中美國為 40%）按各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5. 年度溢利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溢利已扣除：

攤銷費用：
 開發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798 1,677
 商標 15 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8 1,853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字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盈利 809 2,058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1,498 920,985
有關購股權之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370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1,868 920,985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未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概因該等
購股權之行使價格高於本年度市場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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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 1 至 180 日（二零一三年：1 至 180 日）之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貿
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14,331 19,138
31至 60日 7,692 10,581
61至 90日 5,428 5,097
90日以上 16,328 13,63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3,779 48,45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58 1,879

  

44,737  50,332
  

8.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4,237 9,876
31至 60日 2,027 5,615
61至 90日 2,446 2,602
90日以上 2,818 1,77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1,528 19,867
預收按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342 4,749

  

14,870 2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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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股份溢價及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賬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留存溢利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11,844 27,063 2,954 3,644 63 (153) 391 25,688 71,494
         

年度溢利 – – – – – – – 2,058 2,058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21) – – – – (121)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
 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1,825) – – – – (1,825)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 – – – 64 – – 64

         

– – – (1,946) – 64 – – (1,882)
         

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1,946) – 64 – 2,058 176
         

確認以股權結算之股份支付 – – – – – – 5 – 5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轉撥 – – – – (63) – – 63 –
於購股權屆滿時轉撥 – – – – – – (172) 172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1,844 27,063 2,954 1,698 – (89) 224 27,981 71,675
         

年度溢利 – – – – – – – 809 809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69 – – – – 69
於一間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
 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3) – – – – (3)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 – – – 148 – – 148
與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有關的
 重新分類調整 – – – – – (59) – – (59)

         

– – – 66 – 89 – – 155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 – – 66 – 89 – 809 964
         

於購股權屆滿時轉撥 – – – – – – (203) 203 –
行使購股權 7 20 – – – – (7) – 2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1,851 27,083 2,954 1,764 – – 14 28,993 7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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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本年度股息（二零一三年：零）。

管理層論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貸款包括短期貸款 28,158,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8,926,000 美元）及長期貸款2,199,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246,000 美元）。總貸款為
30,357,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31,172,000美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存放於人壽保
單的存款或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銀行浮動押記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存款總額及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之浮動押記分別達 3,115,000

美元及 34,313,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3,091,000 美元及 38,638,000美元）。本集團之
財務及現金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手頭現金總額達 9,363,000美元（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8,626,000 美元）。

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整體財務政策審慎，以風險管理為重點。

主要投資及重大收購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225名僱員，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 243名僱員減少
7%。僱員薪酬按市場慣例釐定，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障、保險計劃、退休福利計劃、酌情花紅及
僱員購股權計劃。本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 8,420,000美元，而於上一財政年度則為
8,650,000 美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乃基於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為 39%（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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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主要在支付進口零件及原料貨款時，及償還外幣貸款時需要使用外匯，主
要以美元、港元、人民幣及加元計值。為方便清付進口貨款及償還外幣貸款，本集團以其出口收
益來維持外匯結餘，該等收益主要以美元及加元計值，而無擔保風險將會來自外幣應付款項及貸
款超過其外幣收益。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採用遠期外匯合約，將若干以外幣列值之貿易應付款
項之匯率波動風險減至最低。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本年度，分部收益由去年 117,578,000 美元減少 6%至 110,164,000美元。分部溢利為 2,186,000美
元，而去年則為 3,597,000美元（包括於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非經常匯兌
收益1,825,000美元）。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開發最優產品及為其忠誠客戶呈現最佳遊戲體驗。

其他品牌產品

本年度分銷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96,590,000美元增長28%至123,541,000美元，分部溢利為611,000

美元，去年則為 322,000美元。本集團力求輕巧簡約，以更好地應對商業環境之變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本期間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惟
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4.2 條有所偏離，其詳情如下：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須予分開，不得由同一人擔任。趙亨泰先生現同時
擔任本集團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職務。董事會相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歸於同一人，可使本
公司獲得鞏固及貫徹之領導，使業務決策及策略得以有效及高效率地計劃及執行。在董事會及其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監察下，平衡機制得以確立，藉以充分及公平地代表股東之利益，而本公司認
為沒有必要即時更改此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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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位董事（包括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之董事）皆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
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三分一之董事（主席或副主席、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除外）
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儘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載有此項規定，本公司擬讓三分之一
全體董事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以遵守守則條文第A.4.2 條。

審核委員會審閱末期業務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
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於聯交所上市的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買賣任
何相關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亨泰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趙亨泰先生及趙亨展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趙亨達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李智聰先生、蘇漢章先生及黃志儉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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