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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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East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日 東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5）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業績」）。該業績並未
經審核，惟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5 481,706 441,394
銷售成本  (414,167) (378,237)
   

毛利  67,539 63,157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088 8,282
銷售及分銷成本  (35,486) (32,38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8,810) (22,228)
其他開支  (3,746) (11,372)
財務費用 6 (1,476) (69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10,109 4,760
所得稅支出 8 (1,126) (575)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8,983 4,185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之調整及扣除稅項
其後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滙兌差額  (156) 2,4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827 6,64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10
 －基本  1.71仙 0.8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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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1,877 165,129
預付土地租金  9,695 9,70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522 1,262
   

     174,094 176,096
   

   流動資產   
存貨  129,021 119,30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342,821 266,6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0,340 21,909
衍生金融工具  451 451
儲稅券  3,600 3,600
應退稅項  191 191
已抵押存款  70,940 68,044
現金及銀行結餘  48,810 88,525
   

     636,174 568,69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167,623 156,38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7,288 144,273
銀行借貸  92,500 60,967
衍生金融工具  460 460
應付稅項  34,745 33,881
   

     452,616 395,963
   

   流動資產淨值  183,558 172,7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7,652 348,82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920 16,920
   

   資產淨值  340,732 331,90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52,500 52,500
儲備  288,232 279,405
   

   權益總額  340,732 33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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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成立及營業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主要營業地點設於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 436–446

號觀塘工業中心第 4期 1樓H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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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𧗠生金融工具乃按適用之重估值或公平值
計量。

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一切適用個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之年度財務報表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應當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公司財政年度
生效）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年度財務報表所述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資料構成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預期應用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本公司管理層作出足以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以及收益及開支呈報金額之判
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別。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本公司管理層因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與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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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銷售貨品 481,706 441,394
  

其他收入：
租金收入 – 14

銀行利息收入 1,621 1,637

壞賬回收 252 449

政府補助 7,004 205

其他 1,893 2,333
  

 10,770 4,638

收益：
匯兌收益，淨額 1,318 3,644
  

 12,088 8,282
  

5. 分類資料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品牌生產設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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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往外部客戶 232,655 228,782 249,051 212,612 481,706 441,394

其他收入－外部 1,605 4,149 8,862 2,497 10,467 6,646
      

可呈報分類收入 234,260 232,931 257,913 215,109 492,173 448,040
      

可呈報分類業績 2,867 1,823 7,097 1,994 9,964 3,817
      

折舊及減值 5,165 5,153 – – 5,165 5,15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3,746 11,372 – – 3,746 11,37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300 – –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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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分類業績呈列之總額與於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內呈列之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業績 9,964 3,817

利息及其他收入 1,621 1,636

財務費用 (1,476) (693)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109 4,760
  

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五年內應付銀行借貸之利息 1,476 693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已售存貨成本 414,167 378,237

 折舊 5,034 5,00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68,954 61,462

  －定額福利計劃供款 4,847 3,934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34 151

 研發費用 3,378 2,8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2 31

 經營租賃下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金支出 1,248 877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 （1,34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3,746 11,37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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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

其他地區 1,126 575
  

所得稅支出總額 1,126 575
  

由於本集團本期間於香港之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三年：無）。
於其他地區經營之應課稅項已按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準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9. 中期股息

於本期間董事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8,98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1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
股份 525,000,000股（二零一三年：525,000,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期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提呈每
股攤薄盈利。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主要以賖貸方式與其客戶訂定貿易條款。本集團授予客戶之賖賬期一般為
30日至 180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收入確認日期於呈報日之賬齡分析（及經扣除撥備）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05,584 105,868

91至 120日 23,118 22,864

121日至 180日 33,368 26,829

181日至 360日 44,018 71,006

360日以上 36,733 40,104
  

  

 342,821 26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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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發票日期於呈報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51,255 147,663

91至 120日 7,233 1,682

120日以上 9,135 7,037
  

  

 167,623 156,382
  

13.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25,000,000股（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525,000,000股）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52,500 52,500
  

14.  承擔

於呈報日，本集團有如下未履行承擔：

營運租賃承擔－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營運租賃，最低未來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08 1,604

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6 384
  

 1,594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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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
 但沒未入賬之資本承擔 265 169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主席報告

雖然今年中國經濟未如往年的好，但隨著企業對自動化智能裝備需求的上升，亦為集團帶來不少
機遇。中國經濟轉型未完成，以及歐美未完全覆甦，對集團的經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過，
憑藉日東這三十年牌品和穩建的基楚，集團上半年在利潤和銷售額都有所增長。

回顧過去半年，集團除了在業務發展及表現有所增長外，在新產品的推出和研發都有了階段性的
突破，尢其在選擇性波峰焊和絲印機產品最為顯著，它們性能均達到全球領先地位，具備全面的
競争力。與此同時，集團在深圳前海成立一家全資附属的融資租賃公司，藉著為客戶提供融資方
案及顧問工作等提昇集團的銷售額及推廣牌品，並為集團在未來整合上下游業務奠定基礎。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及研發的投入。在吸引人才方面，集團未來會以合夥人形式，為有
能力、有忠誠度的員工提供可發展平台，在產品研發、專案管理、運營上將現有的產業、產品推
行專案獨立核算，分部、分組運營管理，公平合理分配，提高運營效益。

在內部管理上，集團進行一系列改革，結合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方向，對內部管理架構進行了一
些調整。例如進行科學決策，優化內部風險控制和財務預算等制度，以切合公司未來發展的需要。

同時，本人為感謝各位股東一直以來對集團的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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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品牌生產設備業務

因為廣東省政府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出台的《廣東省推廣使用LED照明產品實施方案》，令整個貼片
機和半導體的市場需求大增，這勢頭一直沿續到今年上半年，所以在過去半年，貼片機及半導體
等表面裝貼設備的銷售額相對上年同期依然有所增長。另外，過去半年裏，集團在研發新產品方
面有所突破，特別在選擇性波峰焊和絲印機的功能改進和新機種的推出都有突出的表現，相信在
未來的時間它們能為集團帶可觀的收益。

貼片及焊接相關設備的銷售額約 337,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299,500,000港元上升了約百
份之 12.7。仍而價格並未因為需求增加而上升，集團保持市場佔有率一直維持薄利多銷的銷售策
略，毛利率亦維持在約百份之 14.8的持平水平。

OEM產業

隨著國內生產成本，包括工人人工、材料價格上升等，直接影響OEM產業的利潤。與上年同期比
較，銷售額由約33,500,000港元上升至約33,800,000港元，基本維持在同一水平。但其毛利率則因
為持續的人工成本上漲等因素，從約百份之 11下跌至約百份之 5。

因為市場因素，不能直接把上升的成本轉嫁給客戶。為保持公司在OEM產業的競争力，集團將會
採取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品質控制，降低翻工率、提升經營效率，減少不必要的損耗。另外，
OEM產業其中一個主要西班客戶對訂單的需求減少，為減少未來OEM產業對海外客戶的依賴，集
團今年增聘了OEM銷售員，全力開拓國內市場，並積極尋求新的元素和產品。

自動化及物流業務

承着上年度的好勢頭，在過去半年自動化及物流業務的銷售額依然維持火熱狀態。與去年同期比
較，銷售額由約 108,400,000港元上升至約 110,400,000港元，其本上維持在同水平。毛利率則維
持在約百份之 14.4。正如之前所料，國內企業為減少對勞動力依賴，加大對自動化、智能化的投
入，因而自動化及物流業務得到較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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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毛利

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481,7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 441,400,000港元上升約百份
之 9.13。除了集團的銷售策略改變－薄利多銷保持市場佔有率外，主要是因為國家政策的改變，
導致國內人工成本上升、招聘困難。企業家意識到這是不可逆轉事實及大趨勢，唯有加大對自動
化、智化生產設略的投入，以減省成本和增加競争力、增加利潤。上半年銷售額上升主要來自品
牌生產設備業務的增長，其增長為百份之 12.7。

期內毛利率約為百份之 14.0，與上年同期百份之 14.3比較，稍為下降了約百份之 0.3。毛利率呈下
跌趨勢，主要因為售價下降及大陸工人的基本工資上調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期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為約 12,100,000港元，主要因為在期內有約 7,000,000港元的
政府進口貼息回贈補貼，有約 1,600,000港元的銀行利息收入及約 1,300,000港元的匯兌收益。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期內，集團錄得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 35,500,000港元，其佔銷售收入的百份比為 7.4與去年同期比
較差不多維持在同一水平。

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管理層已採取多種方式控制其一般及行政開支，包括通過部門成本預算及審視人力資源架
構從而提高效率。因此，於回顧期間，行政開支約28,8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22,200,000港元
比較略為上升了約 6,600,000港元，這主要由於人力成本上升及成立了蘇州研究中心所致。



11

財務費用

期內，財務費用約為1,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700,000港元上升了約800,000港元。期
內利息支出包括了不交收遠期合約中銀行借貸的利息支出約800,000港元及用於營運的借貨利息支
出約 700,000港元。

期內溢利

基於以上所述，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4,200,000港
元上升了約 4,800,000港元。期內淨利潤率約為百份之 1.9，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約為百份之 1。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下表列示本集團於各期間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期內本集團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比率約為百份
之 3.5，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約百份之 2.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8,983 4,185
財務費用 1,476 693
所得稅開支 1,126 575
折舊及攤銷 5,168 5,153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16,753 10,606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產負債比率

期內，本集團資金及財政政策業無重大改變，但由於自動化及物流產業單一大訂單數量的增加，
施工期從而增長，對集團的資金構成壓力。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主要銀行獲得充
裕的現金及銀行融資，並可滿足日常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維持在約 173,600,000

港元之高水平，而流動資產比率維持在 1.4倍之穩健水平（兩者均已扣除為減少滙兌及利率風險的
抵押流動存款約 70,900,000港元及銀行借貸約 61,000,000港元）。經參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全部借貸（惟上述借貸除外）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的比率計算，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為 9.3%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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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管理

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約 48,800,000港元的現
金及銀行存款，相較年初的約88,500,000港元下降了約39,700,000港元。本集團平均存貨周轉日數
約為日55（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55日）。本集團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約為115日（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100日）。本集團平均應付賬款周轉日數約為 71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71日）。本集團相信，凈現金狀況將進一步改善盈利能力並持續提高營運資金管理。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期內資本開支總額約為2,300,000港元，其中約700,000港元用於購買機械設備，約800,000港元用
於購置家私、裝置及租賃物業裝修以及約 800,000港元用於購買汽車。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包括本集團之進出口、信用證、跟單信用證、信託
收據及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於報告日賬面淨值總額為約 11,100,000港元的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的第一法定押記；

(ii) 銀行抵押存款約 70,900,000港元；

(iii) 集團內子公司互相擔保；及

(iv) 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僱用約1,412名僱員及工人，而本集團聘用約13名香港職
員。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發放酬金予其僱員。於中國，本集團根據現行勞工法向僱員提供員工福
利及花紅。於香港，本集團提供退休金計劃及與表現挂鈎花紅等員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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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劵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會全體成員均
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照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之重要性，確信杰出之董事會、良好之內部監控、向全體股
東負責乃企業管治原則之核心要素。本公司致力確保其業務遵守有關規則及規例，以及符合適用
守則及標準。本公司采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會定期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除下文所披露之若干偏離
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守則。除下列所述的A.4.1條文及
A.6.7條文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A.4.1，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之
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遵守本公司細則之規定輪席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適當措施，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條文所規定者相若。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本公司所有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然而，二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公務未
能出席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舉行之週年股東大會。為確保日後遵守守則，本公司已安排及將
繼續安排向全體董事提供所有股東會議之適用資料，並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審慎地安排時間表以
確定所有董事能夠出席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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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以供覆核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
及內部控制。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以及聯交所及法例之規定，並
已作出充分披露。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 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uneasthk.com)登載，並寄發予股東。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資料作出，投資者應注意不恰當信賴或使用以上資
訊可能造成投資風險。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集團就其商機及業務前景之目標及展望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並不構
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
所述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
政策之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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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全體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畢天富先生（主席） 施德華先生
畢天慶先生 徐揚生教授
梁暢先生 李萬壽先生
梁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畢天富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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