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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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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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IN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

二零一五年財年充滿挑戰。收益下跌27%及毛利下跌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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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76,000美元，毛利為8,510,000美
元，而去年分別為233,705,000美元及19,743,000美元。年度虧損淨額為6,567,000美元，
而去年則為年度純利809,000美元。

業務回顧

去年，個人電腦需求依然疲軟。美元兌幾乎每種貨幣均維持強勢，對本集團之整體業務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AMD 3系列之延遲推出令競爭日趨激烈。因此，松景集團於該年度
表現欠佳。

業務前景

Windows 10 終於於七月發佈。本集團亦開始運送新AMD 3系列顯卡，此舉將整體升級週
期重拾升勢。儘管部份地區仍面臨政治及金融不穩定局面，加上美元強勢表現，本集團
可預見整體營商環境會出現一定程度之疲軟及不明朗因素。

趙亨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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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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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169,576 233,705
銷售成本 (161,066) (213,962)

  

毛利 8,510 19,743
其他收入 279 2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138) (5,154)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908) (12,887)
其他收益及虧損 3 1,365 18
融資成本 (874) (956)

  

除稅前（虧損）溢利 (5,766) 1,028
所得稅開支 4 (801) (219)

  

年度（虧損）溢利 5 (6,567) 80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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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 69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171 (3)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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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收入 (602) 155
  

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7,169) 964
  

每股（虧損）盈利 6
基本（美仙） (0.71) 0.09

  

攤薄（美仙） 不適用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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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5 5,191
 開發成本 205 219
 商標 278 290
 存放於人壽保單的存款 429 413
 租金按金 58 101

  

2,345 6,214
  

流動資產
 存貨 42,669 56,274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4,704 44,737
 可收回稅項 82 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713 2,702
 銀行結存及現金 8,677 9,363

  

108,845 113,08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5,398 14,870
 應付稅項 2,044 1,344
 融資租賃承擔 12 13
 銀行貸款 28,215 28,158

  

45,669 44,385
  

流動資產淨值 63,176 68,695
  

65,521 74,9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11,851 11,851
 股份溢價及儲備 9 53,639 60,808

  

65,490 72,65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31 51
 銀行貸款 – 2,199

  

31 2,250
  

65,521 7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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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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
規定之適用披露。該等報表按於各報告期末之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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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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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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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80 110,164 76,596 123,541 169,576 233,705

      

分部業績 (4,578) 2,186 529 611 (4,049) 2,797
    

利息收入 28 27
未分配企業開支 (871) (840)
融資成本 (874) (956)

  

除稅前（虧損）溢利 (5,76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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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13,000美元（二零一四年：101,806,000美元）。其他則源自銷售其他電腦零件達
73,93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123,009,000美元）及銷售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其他達9,033,000
美元（二零一四年：8,8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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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加拿大 47,705 95,722 199 353
美國 64,434 72,468 74 3,529
亞洲 43,638 32,144 1,034 1,144
其他 13,799 33,371 609 775

    

169,576 233,705 1,916 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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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本集團品牌產品所產生之收益92,98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其他品牌產品123,541,000
美元）包括向本集團最大客戶銷售所產生之收益11,611,000美元（二零一四年：18,278,000美
元）。

計量本集團之呈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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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1,49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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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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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7 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61 122
 其他司法權區 674 120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香港利得稅 (2) (1)
 中國企業所得稅 9 16
 其他司法權區 (48) (43)

  

801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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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兩個年度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主要包括美國及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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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澳門特區離岸法例，本公司附屬公司松景科技（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獲豁免繳
納澳門所有稅項，包括所得稅、營業稅及印花稅。

5. 年度（虧損）溢利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度（虧損）溢利已扣除：

攤銷費用：
 開發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243 798
 商標 19 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9 1,20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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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盈利 (6,567) 809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1,585 921,498
有關購股權之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不適用 37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921,868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概因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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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1至180日（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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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30日 16,692 14,331
31至60日 7,686 7,692
61至90日 7,143 5,428
90日以上 22,466 16,328

  

貿易應收款項 53,987 43,77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17 958

  

54,704 44,737
  

8.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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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30日 4,417 4,237
31至60日 5,108 2,027
61至90日 1,443 2,446
90日以上 566 2,818

  

貿易應付款項 11,534 11,528
預收按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864 3,342

  

15,398 1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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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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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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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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虧損 – – – – – – (6,567) (6,567)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773) – – – (773)
於一間附屬公司清盤時將匯兌儲備
 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171 – – – 171

        

– – – (602) – – – (602)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 – – (602) – – (6,567) (7,16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1,851 27,083 2,954 1,162 – 14 22,426 6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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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四年：零）。

管理層論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貸款為短期貸款28,215,000美元（二零一四年：包括短
期貸款28,158,000美元及長期貸款2,199,000美元）。總貸款為28,215,000美元（二零一四
年：30,357,000美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存放於人壽保單的存款，有擔保或若干附屬
公司所有資產之銀行浮動押記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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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000美元及30,167,000美元（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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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手頭現金總額達8,677,000
美元（二零一四年：9,3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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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89名僱員，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225名僱員
減少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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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
事酬金）為7,037,000美元，而於上一財政年度則為8,420,000美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乃基於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為41%（二
零一四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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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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本年度，分部收益由110,164,000美元減少16%至92,980,000美元，分部虧損為4,578,000美
元（二零一四年：分部溢利為2,186,000美元）。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開發最優產品及
呈現最佳遊戲體驗以取悅其忠誠客戶。

其他品牌產品

其他品牌產品之營業額由123,541,000美元減少38%至76,596,000美元，分部溢利為
529,000美元（二零一四年：611,000美元）。本集團力求精益求精，以更迅速地應對商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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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此架構有利於建立強勢和貫
徹之領導，令本公司可有效及高效地制訂及執行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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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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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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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