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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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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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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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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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2 154,329 120,882
銷售成本 (146,853) (112,371)  

毛利 7,476 8,511
其他收入 451 5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05) (1,892)
一般及行政開支 (6,617) (5,036)
其他收益及虧損 (263) 21
融資成本 (345) (485)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4 –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1,199) 1,170
所得稅開支 4 (225) (163)  

期內（虧損）溢利 (1,424)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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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50 (393)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1,074) 614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49) 1,007

非控股權益 25 –  

(1,424) 1,007  

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1) 614

非控股權益 77 –  

(1,074) 614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美仙） (0.14) 0.11  

攤薄（美仙） 不適用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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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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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74

開發成本 277 242

商標 146 150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4 –

存放於人壽保單之存款 474 463

租金按金 62 39  

1,193 1,168  

流動資產

存貨 72,289 32,178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 46,034 71,335

應收合營企業之款項 2,579 1,188

可收回稅項 9 9

已抵押銀行存款 – 670

銀行結存及現金 20,929 7,069  

141,840 112,44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 47,544 32,957

應付合營企業之款項 252 27

向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貸款 7,511 7,511

應付稅項 90 75

融資租賃承擔 – 20

銀行貸款 16,987 16,657  

72,384 57,247  

流動資產淨值 69,456 55,2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649 5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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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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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214 11,851

股份溢價及儲備 54,174 42,3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8,388 54,245

非控股權益 2,139 2,062  

權益總額 70,527 56,30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2 63  

70,649 5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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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賬 匯兌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留存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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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51 27,083 2,954 527 14 16,064 58,493 – 58,493

期內溢利 – – – – – 1,007 1,007 – 1,00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 

差額 – – – (393) – – (393) – (393)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393) – 1,007 614 – 61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851 27,083 2,954 134 14 17,071 59,107 – 59,107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1,851 27,083 2,954 394 – 11,963 54,245 2,062 56,307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1,449) (1,449) 25 (1,42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 

差額 – – – 298 – – 298 52 35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298 – (1,449) (1,151) 77 (1,074)         

確認以權益結算之股份支付 

款項 – – – – 391 – 391 – 391
根據股份認購發行股份 551 2,756 – – – – 3,307 – 3,307
根據股份配售發行股份 1,812 9,784 – – – – 11,596 – 11,596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4,214 39,623 2,954 692 391 10,514 68,388 2,139 7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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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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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35) (5,554)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55 (192)

融資活動
根據股份認購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3,269 –
配售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 11,473 –
其他 452 4,96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 15,194 4,9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3,614 (779)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69 5,931

匯率變動的影響 246 (10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929 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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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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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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數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產生重大影響。有關因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7號之修訂本而自融資活動產生之負債變動（包括自現金流量產生之變動以及非現金
變動）之額外披露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提供。

於本會計期間，若干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該等
新準則、修訂或詮釋，並正評估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
響。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兩個營運部門 － 以本集團之品牌名稱製造及銷售市場視
頻圖像顯示卡及其他電腦零件（「本集團品牌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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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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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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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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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116,611 83,462 37,718 37,420 154,329 120,882      

分部業績 1,521 1,552 (416) 533 1,105 2,085    

利息收入 8 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967) (435)

融資成本 (345) (485)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99) 1,170  

3.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折舊及攤銷 210 204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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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60  

225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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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虧損）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期內（虧損）溢利 (1,449) 1,007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13,074 921,585

有關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潛在有攤薄效果普通股之影響 不適用 42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不適用 922,009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呈報每股攤薄虧損，因為行使購股權會導
致有關期間每股虧損減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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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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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30日 29,752 19,331

31至60日 7,885 12,745

61至90日 4,472 10,618

90日以上 3,557 27,635  

貿易應收款項 45,666 70,32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68 1,006  

46,034 7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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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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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1至30日 35,809 16,399

31至60日 4,330 11,332

61至90日 2,143 1,383

90日以上 1,514 497  

貿易應付款項 43,796 29,611

預收按金、計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748 3,346  

47,544 32,957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業務回顧

於本財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約154,329,000美元，毛利為約7,476,000美元，
而上年度同期則分別為120,882,000美元及8,511,000美元。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
般及行政開支總額增至約8,522,000美元，佔收益之5.5%，而上年度為約6,928,000

美元，佔收益之 5.7%。

於回顧期內，自主品牌採取積極策略搶佔市場份額。因此，本公司整體收益增
長28%，但毛利較上年度減少12.2%，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增長
23%，導致錄得淨虧損約 1,424,000美元。

業務前景

我們預計兩大業務分部均繼續面臨激烈競爭。因此，我們將繼續採取積極策
略，以搶佔市場份額及保持競爭力。同時，我們亦將繼續採取審慎措施管理應
收賬款及存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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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分別為約69,456,000美元及約68,388,000美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55,202,000

美元及約54,245,000美元）。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之流動比率為約2.0（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約 2.0）。本集團透過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
及配售新股開展其業務。本集團繼續維持審慎措施管理其財務需求。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為短期貸款約 16,987,000美
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16,657,000美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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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放於人壽保單之存款及若干附屬公司所有
資產之浮動押記分別為約474,000美元及約35,542,000美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約463,000美元及約 24,753,000美元）。本集團之財務及現金狀況繼續保持穩
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頭現金總額達約20,929,000美元（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約7,069,000美元）。

資本架構

除下文「集資活動」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資本架構並無其他變動。

集資活動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訂立一份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配售協議，內容有關配售本金總額最多
11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之公
佈進一步披露，鑑於該配售事項之條件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即達成該配售
事項條件之截止日期）或之前未獲達成，該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
日失效。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已與兩名獨
立認購人訂立兩份獨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以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0.60港
元認購合共43,000,000股每股0.10港元之新普通股（「認購事項」）。本公司股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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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協議日期之收市價為0.60港元。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完成，
而合共43,000,000股新普通股（面值為4,300,000港元）已以淨發行價每股認購股份
0.593港元發行予該兩名獨立認購人，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5,500,000港元（約等於
3,269,000美元）。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就以
每股配售股份0.64港元之配售價配售最多141,316,95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
份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之配售協議。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
十月十一日完成，按每股配售股份0.64港元之配售價成功配售合共141,316,956股
新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所得款項淨額為約89,490,000港元（約等於11,473,000

美元），該等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如適用）均為獨立第三方。所得款項淨
額約10,000,000港元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而約79,490,000港元擬用於本
公司可能不時物色之新業務機會。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之公佈進一步披露，本公司擬將配售所得款項中約 70,000,000港元用作發展本
集團之放債業務。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乃基於總負債除以總資
產計算，約為51%（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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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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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品牌產品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該分部的收益為約116,611,000美元，
較上年度同期約83,462,000美元增加40%。溢利為約1,521,000美元，而上年度則為
約1,552,000美元。我們將繼續採取積極策略搶佔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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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產品

於該同一期間，該分部之收益為約37,718,000美元，而上年度則為約37,420,000美
元，淨虧損為約416,000美元，而上年度則為溢利約533,000美元。我們將繼續拓
展非個人電腦產品種類，並提高營運效率以減少間接成本。

主要投資及重大收購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
公司及聯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58名辦公室員工，較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之159名辦公室員工減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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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約4,292,000美
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約為3,545,000美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無）。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公佈所披露，李劍先生（「李先
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本公司自李先生獲任命以來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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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條有所偏離，
其詳情說明如下：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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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擬讓本公司全體董事之
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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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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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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蘇漢章先生、周春生先生及田宏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佈，並已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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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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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或出售任何相關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三貨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三貨先生、陳卓豪先生及趙亨泰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則為蘇漢章先生、周春生先生及田宏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