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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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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BAL TECH (HOLDINGS) LIMITED
耀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3）

第二次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耀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
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63,257 76,635
銷售成本 (45,075) (56,005)

  

毛利 18,182 20,630
其他收益 5 516 459
銷售及分銷支出 (2) (23)
行政支出 (43,282) (36,531)
其他經營支出 (614) (44)
財務成本 (106) (96)

  

除稅前虧損 6 (25,306) (15,605)
稅項 7 (14) –

  

期內虧損 (25,320) (15,60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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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84 6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84 6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5,236) (15,5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5,320) (15,6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5,236) (15,5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0.421) (0.278)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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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24,521 3,34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950 5,950

  

330,471 9,293
  

流動資產
存貨 1,604 1,432
應收貿易賬款 11 1,166 1,13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220 8,415
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02 204
可收回稅項 126 –
已抵押定期存款 5,072 5,044
現金及銀行結餘 95,503 52,923

  

111,893 69,15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368 2,62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7,353 23,397
銀行借貸 4,500 4,500
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 50,000

  

42,221 80,519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69,672 (11,3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0,143 (2,07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27 –

  

資產╱（負債）淨額 399,616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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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7,489 51,659
儲備 322,127 (53,730)

  

總權益 399,616 (2,071)
  

隨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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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擁有第一上市地位，及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擁有第二
上市地位。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主要業務地點位於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2座15樓。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訊產品貿易、提供維修電訊產品服務及
金融資產投資。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Road 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為直接
控股公司，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中信國安集團有限公司（「中信國安集團」）
為最終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報告期結算日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使本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與本公司最
終控股公司中信國安集團達成一致。因此，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相應比較數字涵蓋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期間。

本第二次中期業績公告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之說明附註。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
及交易之說明，而該等說明對瞭解本集團自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告刊發以來之財政狀況及表現之
變化非常重要。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所有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告所需之全部資
料。總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以及香港普遍公認之會計準則。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公司條例載列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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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使用歷史成本法作為計算基準，惟以公平價值列賬之若干金
融工具除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一併參閱。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者一致，連同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下列已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統稱為「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告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例外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去會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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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主要從事：(i)電訊產品貿易；(ii)提供維修電訊產品服務；及(iii)金融資產投資。

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客戶幾乎全部均來自香港。因此，本集團並未提供按經營地區劃分的分部分析。

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呈報分部分析如下：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提供維修
電訊產品貿易 電訊產品服務 金融資產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575 58,684 (2) 63,257
    

分部業績 379 6,221 – 6,600
   

利息收入 38
財務成本 (106)
未分配支出 (31,838)

 

除稅前虧損 (25,306)
稅項 (14)

 

期內虧損 (25,320)
 



– 8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提供維修
電訊產品貿易 電訊產品服務 金融資產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768 69,856 11 76,635
    

分部業績 3,667 (3,503) 14 178
   

利息收入 11
財務成本 (96)
未分配支出 (15,698)

 

除稅前虧損 (15,605)
稅項 –

 

期內虧損 (15,605)
 

上述呈報之收益指對外客戶產生之收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分部間之
銷售（二零一六年：港幣零元）。

分部業績指自各分部產生之業績，惟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金、員工成本、法律
及專業費用及稅項。此乃就分配分部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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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提供維修
電訊產品貿易 電訊產品服務 金融資產投資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6,997 11,774 3,336 22,10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950
未分配公司資產 414,307

 

綜合資產總額 442,364
 

分部負債 (631) (7,430) – (8,061)
   

未分配公司負債 (34,687)
 

綜合負債總額 (4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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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提供維修
電訊產品貿易 電訊產品服務 金融資產投資 綜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7,128 12,263 3,338 22,72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950
未分配公司資產 49,769

 

綜合資產總額 78,448
 

分部負債 (476) (8,465) – (8,941)
   

未分配公司負債 (71,578)
 

綜合負債總額 (80,519)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之間的資源而言：

i) 所有資產分配至呈報分部，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收回稅項及未分配公司資產除外；
及

ii) 所有負債分配至呈報分部，惟即期稅項負債、遞延稅項負債及未分配公司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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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38 11
雜項收入 478 448

  

516 459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貿易存貨成本 2,019 4,062
僱員褔利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25,926 21,329
退休福利成本（包括董事之退休福利成本） 1,015 923
折舊 3,208 999
呆壞賬撇銷* 304 2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1 10
存貨撥備 27 255
存貨撥備撥回 (12) (21)
存貨撇銷 20 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2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80 –
匯兌收益淨額* (7) (3)

  

* 計入其他經營支出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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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遞延稅項：
即期扣除 14 –

  

14 –
  

香港利得稅乃以兩段期間內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
按相關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

8.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
25,320,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5,605,000元）計算，而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6,015,579,055股（二零一六年：5,617,369,713股）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
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170元之認購價進行供股（所得款項
約港幣439,108,000元（扣除專業費用及其他有關開支前））（「供股」）完成後作出調整。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尚未發行股份，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每股攤薄
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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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成本約為港幣258,000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1,286,000元），並自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中收購一項物業代價約港幣324,249,000元（二
零一六年：港幣零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已撇銷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約為港幣121,000元
（二零一六年：港幣10,000元）。

11.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690 460
逾期一至三個月 318 325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十二個月以內 158 59
逾期十二個月以上 139,305 139,563

  

140,471 140,407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39,305) (139,270)

  

1,166 1,137
  

附註:

給予本集團客戶之賒賬期各有不同，一般乃本集團與個別客戶磋商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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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及一個月內 357 2,611
逾期一至三個月 – –
逾期三個月以上 11 11

  

368 2,622
  

13.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物業。而物業之租賃年期經磋商後釐定為一年至五年不等。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下列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支付最低租賃款項之總額如
下：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269 3,429
第二年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550 1,610

  

4,819 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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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公佈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
日。此變動旨在與主要股東中信國安集團有限公司（「中信國安集團」）所採納之財政年度結算日達
成一致，以方便編製本公司及中信國安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認為此變更有利於本集團的
整體發展。因此，本集團之第二次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將涵蓋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之九個月期間。

本公司目前為Road 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Road Shine」）之附屬公司，其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53.218%。Road Shine由中信國安集團透過國安（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間接擁有。中
信國安集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綜合企業集團，總部設於北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期間」）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電訊產品貿易、提
供維修電訊產品服務及金融資產投資等。本集團亦正尋求其他投資或業務發展機會，以開拓收入
及盈利增長之新途徑。

發展新篇章

隨著本集團的發展邁向新臺階，董事會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以更有效識別與中信國安集團之連
繫。如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之公告所述，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更改為「Guoa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國安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新雙重外文名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須待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批准。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象徵本集團發展揭開新篇章，並為本集團提供全新的企業身份及形象。

本集團完成供股後已償還大股東貸款，資產負債比率因而大幅降低。本集團目前財務狀況穩健，
加上中信國安集團的持續支持，為未來發展奠定全新基礎，將積極把握增長機遇，開拓新的業務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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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香港經濟呈現向好勢頭。惟本地內部增長受到局限，全球展望亦充滿變數，
管理層對於當中的下行風險會保持警惕。

香港的零售銷售經過兩年下跌後已重回適度增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出，零售業的短期前景
將取決於入境旅遊的復蘇步伐，以及在美國加息週期和其他外部因素影響下，本地消費意欲的強
韌程度。

在此情況下，本集團在本期間錄得毛利約港幣1,818萬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幣2,063萬
元），按年減少11.7%。本期間收益按年下降17.4%至港幣6,326萬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
幣7,664萬元），本期間虧損淨額約為港幣2,532萬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虧損港幣1,561萬
元）。

由於智慧手機升級及維修服務需求縮減，提供維修服務之收入按年下跌16.0%，至約港幣5,868萬
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幣6,986萬元）。服務分部與貿易業務相輔相成，為集團提供穩定的
經常性收益。電訊產品貿易分部則產生收入約港幣458萬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幣677萬
元）。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整體存貨繼續維持於較低水平，約為港幣160萬元（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港幣143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約港幣507萬元（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港幣504萬元）的定
期存款作為抵押，於本期間內獲得銀行信貸。流動比率約為2.65（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0.86），
而速動資產比率則約為2.61（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0.8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借貸為港幣450萬元（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港幣450萬
元）。以總借貸相對總資產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0.01%（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69.5%）。由於
本集團已動用供股所得款項淨額向主要股東Road Shine償還一項港幣3.362億元無息及無抵押貸
款，資產負債比率得以大幅改善。本集團目前財務狀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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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在本期間內採取步驟鞏固資本實力，現已準備就緒，可在不同市場及業務領域中探求多元
化的發展。本集團借助中信國安集團的優勢及支持，將審視不同範疇的發展潛力，當中尤其注意
科技、貿易及金融業的商機。發展業務將以審慎為前提，本集團會對項目作出仔細評估，衡量其
潛在回報與風險。

市場方面，本集團將尋求投資於東南亞，以捕捉區內的增長週期。此區域的增長步伐繼續領先全
球，加上中國牽頭的一帶一路所帶來之貿易增長及基礎建設，亞洲的發展勢將更上一層樓。一帶
一路除了為亞洲國家的增長途徑添上動力，更可望重新啓動全球增長引擎。儘管短期仍面對不利
因素，管理層相信區域前景將維持強健。

香港消費者對新智慧手機的需求縮減，導致各主要手機供應商及網絡營運商在本地的手機銷售下
跌。本地電訊市場高度飽和，競爭激烈，市況仍然嚴峻。對於此項業務，本集團會保持審慎，維持
低庫存策略，並嚴加控制成本。

本集團目前立足於穩固的新平臺，將不斷尋求具價值的業務發展機會，為股東帶來長遠利益。集
團將調撥資源，物色並作出投資，為業務組合增添新元素，冀能為未來創造價值。長遠而言，集團
的目標是建構可持續增長的發展框架。

本集團仍須努力開展各項工作，方能取得業績的重大提升，惟集團目前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將可
推動長遠增長。董事會將致力逐步實現各項發展目標。

外匯

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主要以港幣、新台幣及美元進行交易。本集團的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餘亦屬此
三種貨幣。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集團在匯兌及息口波動方面並無承受重
大風險。因此，本集團概無採用任何重大外幣合同、掉期貨幣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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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Global Tech (Holdings) Limited」更改
為「Guoa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國安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新雙重外文名
稱，以取代現有雙重外文名稱「環球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在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現用於識別的
中文名稱「耀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將不再使用。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
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批准。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18名員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11名）。本期間之僱
員成本（包括薪金、花紅及津貼）總額約為港幣2,690萬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港幣2,230萬
元）。

本集團會檢討及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政策，以吸引、激勵及挽留人才。薪酬方案主要包括薪金、
企業醫療保險及以表現為基準之酌情花紅。員工福利亦包括本集團為僱員提供的退休金計畫。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港幣零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內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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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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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自身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已獲得全體董事之確認，
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符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第二次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二次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刊發第二次中期業績及第二次中期報告

本公告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iglobaltech.com)、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新交所網站
(www.sgx.com）。第二次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適時刊載於上述網站並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耀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杜軍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執行董事黃振謙先生及蘇灝先生，四名為非
執行董事杜軍先生、李向禹先生、崔明宏先生及楊立明先生，以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俊文
先生、謝湧海先生及吳文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