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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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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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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92,418 119,364
銷售成本 (86,330) (109,399)

  

毛利 6,088 9,965
其他收入 23 13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123) (2,547)
一般及行政開支 (5,905) (6,667)
其他收益及虧損 91 (2)
融資成本 (451) (482)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2,277) 399
所得稅開支 4 (101) (100)

  

期內（虧損）溢利 (2,37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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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54) 85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9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254) 176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632) 475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美仙） (0.26) 0.032

  

 －攤薄（美仙） (0.26)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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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8 5,191
 開發費用 156 219
 商標 292 290
 存放於人壽保單之存款 420 413
 租金按金 58 101

  

5,844 6,214
  

流動資產
 存貨 51,232 56,274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6 50,879 44,737
 可收回稅項 41 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707 2,702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86 9,363

  

108,745 113,08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7 14,686 14,870
 應繳稅項 1,393 1,344
 融資租賃承擔 6 13
 銀行借貸 26,275 28,158

  

42,360 44,385
  

流動資產淨值 66,385 68,695
  

72,229 74,9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851 11,851
 股份溢價及儲備 58,176 60,808

  

總權益 70,027 72,65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52 51
 銀行借貸 2,150 2,199

  

2,202 2,250
  

72,229 7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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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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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44 27,063 2,954 1,698 – (89) 224 27,981 71,67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85 – 91 – 176
期內溢利 – – – – – – – 299 29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85 – 91 – 299 475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7 18 – – – – (6) – 1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851 27,081 2,954 1,783 – 2 218 28,280 72,169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51 27,083 2,954 1,764 – – 14 28,993 72,65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254) – – – – (254)
期內虧損 – – – – – – – (2,378) (2,37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254) – – – (2,378) (2,63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851 27,083 2,954 1,510 – – 14 26,615 7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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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609) 1,34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4) (29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938) 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5,691) 1,097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63 8,626

匯率變動的影響 214 3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86 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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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

內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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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編製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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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釋第 21號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概無任何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兩個營運部門－本集團品牌市場視頻圖像顯示卡及其他部件（「本集團品牌產品」）
之生產與銷售；及分銷其他製造商之電腦零件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其他（「其他品牌產品」。



7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營業額及業績及其比較數據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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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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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2 52,073 48,636 67,291 92,418 119,364

      

業績
 分部業績 (1,846) 701 483 626 (1,363) 1,327

      

利息收入 6 5

未分配企業開支 (469) (451)

融資成本 (451) (482)
  

除稅前（虧損）溢利 (2,277) 399
  

3.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折舊及攤銷 472 1,09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 (66)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3 3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 98 97
  

101 100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各司法權區當時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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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以計算以下項目之（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2,378) 299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1,585 921,415

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不適用 96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1,585 921,511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未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概因該等
購股權的行使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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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
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17,865 14,331

31至 60日 9,951 7,692

61至 90日 6,586 5,428

90日以上 15,754 16,32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50,156 43,77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23 958
  

50,879 4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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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終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 30日 4,451 4,237

31至 60日 2,765 2,027

61至 90日 2,719 2,446

90日以上 1,495 2,818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1,430 11,528

預收按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256 3,342
  

14,686 14,870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業務回顧

首 6個月之業務放緩。本集團的收入為 92,418,000美元及毛利為 6,088,000美元，而上年同期收入
為 119,364,000美元及毛利為 9,965,000美元。

XFX業務及分銷業務均於本期間下降。下降乃由於個人電腦業務整體蕭條及延遲至二零一五年中
期推出新產品。因此，本集團產生虧損 2,378,000美元，而上年同期則為溢利 299,000美元。

業務前景

本年度下半年業務仍將疲弱。我們將開始削減現有存貨，以準備推出新產品及繼續著手提高經營
效率，以改善財務狀況。一旦我們開始推出新產品，前景將柳暗花明，轉向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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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包括短期貸款 26,275,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28,158,000美元）及長期貸款 2,15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2,199,000美元）。總借
貸為 28,425,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0,357,000美元），以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存放於保
險公司之存款作為抵押或以銀行浮動或固定押記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產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存款總額及作為浮動或固定押記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有資
產的總額分別達 3,127,000美元及 33,456,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115,000美元及
34,313,000美元）。本集團之財務及現金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
現金總額達 3,886,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9,363,000美元）。

資本架構

與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員工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198名辦公室員工，較二零一四年六月之 225名辦公室員
工減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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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
金）為 4,045,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約為 4,443,000美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 39%（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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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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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其出口收入來
維持外匯結餘，該等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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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其外幣收入。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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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匯率波
動風險減至最低。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該分部的營業額為 43,782,000美元，而上年同期則為
52,073,000美元。相比去年溢利701,000美元，其產生虧損1,846,000美元。我們預期於二零一五年
中期推出新產品時將錄得較佳業績。

其他品牌產品

於同期，該分部的收入為 48,636,000美元，而上年則為 67,291,000美元。溢利為 483,000美元，而
去年則為 626,000美元。本集團將繼續拓展非個人電腦產品種類以補充個人電腦業務。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始終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對
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4.2條有所偏離，其詳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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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此架構有助維持穩固及一致之領導，並有效地
制定及實行本公司之策略。在董事會及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監察下，設有平衡機制，藉以充分及
公平地代表股東之利益，而本公司認為並無迫切必要更改此項架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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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須最少每三年輪席告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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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告退。儘管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載有此項規定，本公司擬讓不少於本
公司全體董事之三分一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以遵守守則條文第A.4.2條。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規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智聰先生、蘇漢章先生及黃志儉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佈之初稿，並
已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
個期間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亨泰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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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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