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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減少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百分比約

• 收入（百萬港元） 1,139 1,507 24.46%

• 毛利（百萬港元） 100 208 51.78%

• 毛利率 8.81% 13.8% 36.16%

• 純利（百萬港元） 31 123 74.70%

•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0 8.1 75.31%

•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0.8 3.0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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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全球經濟環境低迷，使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二零零
九年上半年」或「零九年上半年」或「報告期」或「回顧期內」）充滿挑戰，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或「國內」）手機市場競爭加劇及於二零零九年初發放3G牌照
及中國電信業重組後，中國電信業進行改組。然而，商機與挑戰並存。憑藉
本集團穩固的基礎及穩健的財務狀況，管理層將克服挑戰，使之成為未來的
商機。

回顧期內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手機市場低迷，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整體業績由於手機需求萎縮、手機產品的平均銷
售價下降及若干主要零件供應極為缺乏而受到不利影響。儘管市場低迷及競
爭加劇，但是，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整機產品付運量及收入持續增長，國
際市場表現尤為顯著。

為應對市場環境的挑戰，本集團繼續執行緊縮人手和控制開支及資本支出的
策略。因此，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的淨現金狀況，結餘逾693,800,000 港元（於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3,400,000 港元）。

移動手機解決方案

在國內低端市場持續壓力下，本集團繼續執行專注研究及發展（「研發」）資源，
服務國內及國際市場的高端移動手機需求，以優化產品及業務組合。因此，二
零零九年上半年的整機產品付運量及收入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73%及67.5%，
國際銷售表現尤為顯著。此外，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為日本最大手機OEM（原
始設計製造商）勝利完成原始設計製造商首個項目後，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為該日本OEM展開若干新項目，包括根據TD-SCDMA、GSM及WCDMA技術
開發的22 種手機型號。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3

主席報告書

儘管於二零零九年初向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發放3G牌照，於回顧期間，由於
3G網絡增加率比預期緩慢並且月使用費較高，因此3G業務對本集團的收入貢
獻仍較小。然而，對3G網絡增加的近期預測及三大電信運營商的投資計劃，
管理層受到鼓舞及認為該等事件或會使中國電信業於未來若干年更快速增
長。

液晶顯示模塊

面臨持續的出現減價壓力及經濟環境低迷，零九年上半年液晶顯示模塊分類
業務收入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下降52.46%，然而毛利率則有略微改善至9.02%。
該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觸摸屏模塊的高毛利率所致。

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

由於金融危機趨於穩定，無線通訊模塊整個行業於零九年上半年開始復蘇，
我們的無線通訊模塊業務能趕上整個工業增長步伐。於零九年上半年，本集
團已獲得若干TD-SCDMA模塊招標，並為中國移動經挑選的終端OEMs的一個主
要TD-SCDMA模塊供應商。然而，數據機業務，尤其3G數據機，面臨激烈的價格
競爭。因此，分類的收入及毛利均下降。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股息每股0.8 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3.0港仙），將以現金派發予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六日
或前後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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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
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呈交予本
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 樓1712 至1716 室。

展望

全球手機行業於二零零九年第一季由於經濟低迷而遭遇嚴重壓力。然而，整
個手機市場於回顧期間後期初顯復蘇蹟象，此乃由於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政
策刺激消費，尤其是國內手機市場令消費信心改善，經濟穩固增長。

展望下半年，未來經濟環境仍有眾多不確定的因素。但是，管理層相信國內
電信行業進行重組、3G網絡增加計劃及中國刺激國內消費的經濟政策，於未
來將毫無疑問地促進國內手機市場的增長。依靠本集團研發發展能力的資本
化及其3G手機解決方案全方位複蓋，包括TD-SCDMA、CDMA2000/EVDO及WCDMA/

HSDPA制式，管理層預期本集團將最有效利用3G時代的增長。

隨著3G網絡在中國商業化開展，管理層亦預期，因中國寵大及不斷增長的網
絡用戶基礎，高端手機需求（智能手機）將隨潛在移動網絡用戶增長而大幅增
長。本集團將利用其研發力量並繼續擴展智能手機資源，以應對新增長。

為促進本集團於中國市場以外的增長，管理層繼續致力於向全球領先OEMs及
移動運營商擴大提供手機設計服務及無線通訊模塊解決方案。新興市場將繼
續成為本集團國際業務增長的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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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所有市場不確定因素中，管理層仍相信本集團已作好克服未來挑戰的準備。
本集團穩固的基礎及3G解決方案發展的領先地位以及執行方針及穩健的財
務基礎，將改善下半年及以後的業績。

致謝

董事會感謝本集團之股東、客戶、供應商、往來銀行及專業顧問對本集團給
予支持，本人並為本公司所有員工於報告期盡忠職守作出貢獻致謝。

楊文瑛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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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收入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減
少24.46% 至1,138,7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507,300,000 港元）。銷售額的大幅下
降乃由於金融危機後本集團的銷售訂單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毛利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減少51.78%至100,3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07,900,000港元），而毛利率減少至8.81%（二零零八年：
13.8%）。報告期間的溢利按年減少74.7%至31,1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22,900,000 

港元）。每股基本盈利按年減少75.31% 至2 港仙（二零零八年：8.1 港仙）。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收入 付運量 毛利 毛利率 收入 付運量 毛利 毛利率
 百萬港元 千具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千具 百萬港元 %

移動手機解決方案 684 5,906 21 3.12% 835 7,117 85 10.11%

液晶顯示模塊 125 1,950 11 9.02% 263 2,569 22 8.41%

無線通訊模塊
 及數據機 330 2,378 68 20.51% 409 2,400 101 24.78%

總計 1,139 10,234 100 8.81% 1,507 12,086 208 13.80%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7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移動手機解決方案

於報告期內，銷售訂單在經濟衰退下大幅下降，因此，移動手機解決方案收
入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減少18.13%至683,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35,000,000

港元）。由於手機市場的競爭價格加劇，毛利率下跌至3.12%（二零零八年：
10.11%）。此外，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研發資本化攤銷成本佔收入的比例較二
零零八年上半年增加。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推出118 種手機型號及29 個手機
平台（二零零八年：95 種手機型號、22 個手機平台）。

液晶顯示模塊

於報告期內，液晶顯示模塊的收入及毛利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分別大幅減少
52.46% 及49.01%。但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液晶顯示模塊的毛利率較去
年同期略微改善至9.02%（二零零八年：8.41%）。毛利率的改善由於具毛利高之
觸摸屏模塊銷售增加所致。

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

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收入及毛利分別較二零
零八年上半年減少19.37%及33.27%，而毛利率則下降至20.51%（二零零八年：
24.78%）。本分類收入及毛利率之下降均主要由於3G數據機激烈之價格競爭所
致。無線通訊模塊與行業增長繼續保持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具有雄厚及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現金958,5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3,400,000港元），其中77.44%

以人民幣持有，21.38%以美元持有，其餘為港元。銀行結餘預期可為本集團營
運資金及開發新移動手機技術之資本支出計劃提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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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264,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包括以美元持有並須一年內到期已融資發票之銀行
貸款。上述銀行借貸的年息率約為1.7%。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存貨、應收貿易賬款連同應收票據及賬單以及應付貿
易賬款分別增加至68日、39日及97日，比較二零零八年全年則分別為50日、
29日及65日。週轉期與本集團就授予客戶信貸條款及從供應商獲得之信貸條
款所訂相關政策貫徹一致。

於根據本集團之融資政策檢討現有財政狀況之後，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毋需使
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或採納任何特定對沖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每股面值0.10港元共1,520,893,000

股之普通股股份。

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2,439,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932,300,000港元），銀行借貸為264,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
算）為10.85%（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311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94名）。本集團為其所有香港僱員設立一項界定供款之強制性公積金退
休福利計劃，並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之規定向中國僱員提供褔利計劃。
本集團亦根據僱員個別表現及本集團之表現向僱員提供酌情花紅。

薪酬政策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由人力資源部釐定並根據僱員之功績、資格及能力而
提供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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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酬金將由薪酬委員會審閱本集團經營業
績、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承擔之責任及可作比較之市場統計數據而定。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以嘉許及獎勵本集團若干對
本集團增長及發展作出貢獻的董事及僱員。本集團同時採納一項購股權計
劃，主要目的為鼓勵計劃所述包括本集團僱員在內的合資格人士於日後為本
集團帶來最大貢獻，並回報彼等所作出的努力。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抵押本集團的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額均以人民幣計算幣值，而購買存貨大部分以美元計算幣
值。由於實施更具彈性的人民幣滙率制度，人民幣滙率變動波幅可能更大，
因而對本集團的業務構成不明朗影響。另本集團若干應收及應付貿易款項及
銀行結餘乃以美元計值，因此承受美元貨幣風險。本集團現時尚無外幣對沖
政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察人民幣滙率的任何進一步變動，並積極採取
措施將滙率變動可能為本集團帶來的任何不利影響減至最低。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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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138,652 1,507,322

銷售成本  (1,038,375) (1,299,385)

毛利  100,277 207,937

其他收入  8,304 65,487

因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轉出之收益  25,366 -

研究及開發費用  (34,297) (46,1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2,158) (41,002)

行政開支  (42,711) (50,699)

融資成本  (1,735) (396)

除稅前溢利  23,046 135,179

稅項計入（扣除） 4 8,063 (12,237)

本期溢利 5 31,109 122,942

每股盈利 7

　基本  2.0港仙 8.1 港仙

　攤薄  – 8.1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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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31,109 122,94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至呈列貨幣之匯率差異  6,556 50,628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5,366 (50,114)

 重新分類調整－因出售可供出售
  投資而轉撥至損益  (25,366) –

 因以公平值轉撥土地使用權及
  物業、廠房及設備至投資物業而
  產生之盈餘 8 1,243 –

 因以公平值轉撥土地使用權及
  物業、廠房及設備至投資物業而
  產生盈餘之遞延稅項 9 (310)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7,489 514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38,598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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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18,297 16,3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99,945 291,406
　土地使用權  77,578 77,909
　無形資產 8 138,951 161,598
　遞延稅項資產 9 3,439 3,410
　可供出售投資  – 36,866
　就購買土地使用權支付之按金  48,844 44,748

  587,054 632,333

流動資產
　存貨  507,137 277,678
　應收貿易賬款 10 203,286 232,420
　應收票據及賬單 10 35,688 18,129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7,982 148,3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958,493 623,388

  1,852,586 1,299,92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587,192 352,092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款項  209,607 207,971
　應付稅項  1,546 22,868
　銀行借貸 12 264,684 –

  1,063,029 582,931

流動資產淨值  789,557 716,9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76,611 1,349,3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52,089 151,749
　儲備  1,211,816 1,183,642

  1,363,905 1,335,39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 12,706 13,937

  1,376,611 1,34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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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
   法定  購股權 物業 投資   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匯率儲備 累計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 151,588 478,880 27,599 97,091 11,691 – 29,371 72,823 375,958 1,245,001

本期溢利 – – – – – – – – 122,942 122,942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
　兌換匯率差額 – – – – – – – 50,628 – 50,628

可供出售投資之
　公平值變動 – – – – – – (50,114) – – (50,114)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50,114) 50,628 122,942 123,456

因行使購股權而
　發行新股份 161 1,481 – – – – – – – 1,642

因行使購股權而轉撥 – 1,020 – – (1,020) – – – – –

因沒收購股權而轉撥 – – – – (1,260) – – – 1,260 –

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 5,796 – – – – 5,796

支付股息 – – – – – – – – (37,937) (37,93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151,749 481,381 27,599 97,091 15,207 – (20,743) 123,451 462,223 1,337,958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51,749 481,381 27,599 97,091 20,162 8,911 – 112,185 436,313 1,335,391

本期溢利 – – – – – – – – 31,109 31,109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
　兌換匯率差額 – – – – – – – 6,556 – 6,556

可供出售投資之
　公平值變動 – – – – – – 25,366 – – 25,366

因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轉撥
　至損益 – – – – – – (25,366) – – (25,366)

因以公平值轉撥土地使用權及
　物業、廠房及設備至投資
　物業而產生之盈餘 – – – – – 1,243 – – – 1,243

因以公平值轉撥土地使用權及
　物業、廠房及設備至投資
　物業而產生盈餘之遞延稅項 – – – – – (310) – –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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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
   法定  購股權 物業 投資   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匯率儲備 累計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33 – 6,556 31,109 38,598

因行使購股權而
　發行新股份 340 2,482 – – – – – – – 2,822

因行使購股權而轉撥 – 291 – – (291) – – – – –

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 2,269 – – – – 2,269

支付股息 – – – – – – – – (15,175) (15,17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52,089 484,154 27,599 97,091 22,140 9,844 – 118,741 452,247 1,363,905

附註：

(a) 誠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及法規之規定，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每年須於派
發淨溢利之前撥出其稅後淨溢利10%作為法定盈餘儲備金。該等儲備金僅可用於抵銷
累計虧損或增加資本，惟須獲得相關附屬公司董事會及相關主管機構之批准。

(b) 其他儲備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就整頓本集團架構而
進行之重組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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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109,236 101,238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84) (68,8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338 1

無形資產之開支 (60,093) (72,948)

就購買土地使用權支付之按金 (3,700)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62,479 –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6,060) (141,774)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 2,822 1,642

新造銀行借貸 264,684 126,868

已付股息 (15,175) (37,937)

已付利息 (1,735) (396)

來自融資活動現金淨額 250,596 90,17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333,772 49,64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23,388 620,440

  

滙率變動之影響 1,333 33,174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958,493 703,25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1981 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其最終及直接控股公司為 Info Dynasty Group Limited，該公司於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銷售液晶顯示模
塊、移動手機解決方案及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乃因董
事會認為作為一間香港的上市公司和方便股東，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更
為恰當。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除外，簡明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之會計政策一致，惟下文所述有關
借貸成本之會計政策除外。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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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頒布的如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新訂及經修
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
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
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
訂本）

清盤產生之可沽金融工具及責任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
司投資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嵌入衍生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6號 對沖境外業務的淨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八年發出之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改進，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發出之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有關對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之第80段作出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提出更改多個專用名稱（包括修改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標題），並導致呈列及披露方式出現多項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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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已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之所有
借貸成本於其發生時列為支出。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
取消了該準則之前版本下即時確認所有借貸成本的可用選擇，規定借貸
成本須資本化為合資格資產之成本之一部分。經修訂會計政策已予前瞻
性應用，不會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
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乃為一項披露準則，要求以內部呈報以在分類
間分配資源和評估分部表現之財務資料分類之相同基礎區分營運分類。
其前身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呈報」則要求以風險和回報方法區
分兩種分類（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本集團於過往之主要呈報方式為業
務分類。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釐定主要報告分類（見附註3）比較，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重列報告分類。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本集團已
報告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並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
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作
為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之改進部分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之
改進 2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
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二零零八年修訂）

業務合併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8號 轉讓客戶資產 4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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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之修訂本。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轉讓生效。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本集團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國際會計準
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修訂）將會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所有權權益變
動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業務分類

本集團已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自二零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生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要求，確認營運分類必須以主要營
運決策者（即董事會）定期審視本集團成份有關之內部報告為基準，以對
各分類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與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所釐訂之
主要報告分類比較，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重列
報告分類，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無改變計量分類溢利或虧損
之基準。

本集團現時分有三個收入來源－銷售移動手機解決方案、銷售液晶顯示
模塊及銷售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該等收入來源為定期由主要營運決
策者審視本集團成份有關之內部報告之基準，以對各分類進行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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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銷售 銷售無線
 移動手機 液晶顯示 通訊模塊
 解決方案 模塊 及數據機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683,669 125,134 329,849 1,138,652

業績
　分類業績 (28,464) (4,434) 46,026 13,128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
　而轉出之收益    25,366

其他收入    3,345

公司開支    (17,058)

融資成本    (1,735)

除稅前溢利    23,046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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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銷售 銷售無線
 移動手機 液晶顯示 通訊模塊
 解決方案 模塊 及數據機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835,016 263,232 409,074 1,507,322

業績
　分類業績 60,211 821 83,973 145,005

其他收入    2,551

公司開支    (11,981)

融資成本    (396)

除稅前溢利    135,179

以上所報告之所有分類收入均由外部客戶而產生。

分類業績代表每一分類未分配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出確認之收益、
其他收入、公司開支及融資成本的財務業績。這也是集團管理報告用於
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業績之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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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按營運分類之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移動手機解決方案 697,437 528,203

銷售液晶顯示模塊 180,400 188,977

銷售無線通訊模塊及數據機 238,232 179,256

總分類資產 1,116,069 896,436

4. 稅項計入（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計入（扣除）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2,280) (21,949)

　－過去期間超額撥備（附註） 8,685 8,909

遞延稅項支出（附註9） 1,658 803

 8,063 (12,237)

附註： 稅務計入8,68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8,909,000

港元）與稅務當局所批准若干附屬公司於過往期間所產生研發成本之額外稅務有
關，該等附屬公司獲分類為「高新技術企業」。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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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並無就兩個期間
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於計及相關稅務優惠後，按
中國有關地區之稅率計算。

5. 本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85,626 82,603

土地使用權攤銷 830 80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343 15,235

減：已資本化為無形資產的開發成本 (2,442) (1,770)  

 15,901 13,465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100,742 142,181

減：已資本化為無形資產的開發成本 (39,587) (51,668)  

 61,155 90,513

撇銷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19,757 33,914

呆壞賬之撥備 4 1,327

政府補貼 (1,257) (5,244)

增值稅退稅（附註） (4,599) (32,500)

利息收入 (1,515) (2,551)

外匯損失（收益）淨額 1,027 (23,917)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891) －
減：開支 94 －  

 (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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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希姆通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思必得通訊技術有限公
司及芯訊通無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均從事分銷自行開發及生產之軟件。根據中
國現行之稅務法規，可在中國就銷售自行開發之軟件已繳付之增值稅享有退稅。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每股1.0港仙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
　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 15,175 37,937

於結算日後，董事會議決中期股息每股0.8港仙（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3.0 港仙），將派發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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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期溢利） 31,109 122,942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17,824 1,517,257

購股權 － 8,20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17,824 1,525,466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上文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
分母相同。本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因而並
沒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已計入以股份為基準作出支付之具攤薄效應購股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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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之變動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已由董事經參考同類型物業之最近市場交易後作公平
估值。根據董事作出之估值，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
值與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專業估值並無重大差別，因此，並無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或虧損直接確認公平值變
動（二零零八年：無）。

期內，本集團租出一幢樓宇以賺取租金出入。因此，若干土地使用權及
物業已轉撥至投資物業。該等土地使用權及物業之賬面值分別為186,000

港元及327,000港元。該等物業於轉撥日期之公平值為1,756,000港元，由與
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
進行評估。該等物業之賬面值與公平值之差額已計入物業重估儲備。

期內，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總額25,08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68,827,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添置無形資產總額62,53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76,660,000港元）。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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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遞延稅項

以下為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由本集團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及有關變動：

  物業及土地
  使用權重估 存貨及
 已資本化 並轉撥至 應收貿易
 開發成本 投資物業 賬款撇減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478) – 3,592 (2,886)

扣除自綜合收益表 (4,126) – (384) (4,510)

扣除自物業重估儲備 – (2,971) – (2,971)

外匯變動 (362) – 202 (160)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0,966) (2,971) 3,410 (10,527)

計入綜合收益表 1,658 – – 1,658

扣除自物業重估儲備 – (310) – (310)

外匯變動 (90) (27) 29 (8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398) (3,308) 3,439 (9,267)

以下為根據財務報告目的之遞延稅項結餘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資產 3,439 3,410

遞延稅項負債 (12,706) (13,937)

 (9,267) (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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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票據及賬單

銷售貨品的一般信貸期為零至90天。以下為應收貿易款項（扣除減值虧
損）、應收票據及賬單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84,525 75,098

31至60天 15,036 136,951

61至90天 1,729 3,133

91至180天 1,687 15,326

超過180天 10,882 12,396

 213,859 242,904

減：累計撥備 (10,573) (10,484)

應收貿易賬款 203,286 232,420

零至30天 33,978 16,321

31至60天 – 1,808

61至90天 1,710 –

應收票據及賬單（附註） 35,688 18,129

附註： 應收票據及賬單為收取客戶由銀行發出之承兌票據。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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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貿易採購之一般信貸期為30至60天。以下為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於報告
日期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天 505,177 256,996

31至60天 53,171 22,053

61至90天 15,757 17,077

超過90天 13,087 55,966

 587,192 352,092

12. 銀行借貸

期內，本集團新增短期銀行借貸為264,68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126,868,000港元）。該借貸按固定年利率為1.25%

至2.42%計息，並需於一年內歸還。所得款項用於配合短期開支所需。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29

中期財務報告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517,490 151,749

　行使購股權（附註） 3,403 34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520,893 152,089

附註： 期內，本公司分別以每股1.02港元及0.81港元之價格向行使購股權之合資格僱員
發行312,500股及3,090,5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份。期內發行之股份於所有
方面均具相同地位。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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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金承擔之到期情
況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412 2,377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入內） 2,434 3,496

 4,846 5,873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結算日，本集團與承租人簽訂以下最低租金款項之到期日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954 1,853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入內） 8,594 7,992

五年後 10,642 11,859

 21,190 2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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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承擔

已簽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支出：
　－興建樓宇 25,220 49,952

已受權但未簽約之興建樓宇支出： – 27.937

16. 關聯人士交易

期內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2,628 4,473

受僱後福利 102 95

股份為基礎付款 21 539

 2,751 5,107

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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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關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或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中，或根據載於聯合交易所（「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中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法團股份之好倉

    佔公司權益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總數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王祖同先生 本公司 公司權益 910,000,000 59.83%

  （附註1）
 Info Dynasty 個人權益 1,000 49.95%

  Group Limited

  (“Info Dynasty)

楊文瑛女士 本公司 公司權益 841,175,000 55.31%

  （附註2）
 本公司 個人權益 320,000 0.02%

 總數  841,495,000 55.33%

 Info Dynasty 個人權益 1,000 49.95%

王曦先生 Info Dynasty 個人權益 1 0.05%

張劍平先生 本公司 個人權益 1,500,000 0.10%

唐融融女士 本公司 個人權益 186,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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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王祖同先生（「王先生」）控制 Info Dynasty三分一以上之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故王先生被視為擁有 Info Dynasty所持全部本公司841,175,000股股份之權益。
由於 Intelli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Intellipower」）及Simcom Limited（「Simcom (BVI)」）均由王先
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故彼被視為擁有 Intellipower 及Simcom (BVI)

所持全部本公司分別48,825,000股及2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2. 楊文瑛女士（「王太太」），王先生之配偶，控制 Info Dynasty三分一以上之投票權，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故王太太被視為擁有 Info Dynasty所持全部本公司841,175,000

股股份之權益。

3.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1,520,893,000股股份計算佔公司
權益百分比。

(b) 於本公司之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和首席行政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本公司之股本衍
生工具之相關股份權益之資料，請參考本報告第35頁至第37頁的「購股
權」一節。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
主要股東名冊所記錄，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如下：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股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Info Dynasty 實益權益 841,175,000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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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1,520,893,000股股份計算佔公司權益

百分比。

2. Info Dynasty 與王先生之關係及 Info Dynasty 與王太太之關係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
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中披露。

購股權
本公司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之根據上市前購股權計劃而授出購股
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採納一項購股
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有關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予若
干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購股權及該等權益之變動於下列說明：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本期間 本期間 本期間 六月三十日
參與者類別 計劃名稱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董事

張劍平先生 首次公開發售前 二零零五年 1,500,000 － － － 1,500,000
 　購股權計 五月三十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八年 1,600,000 － (236,000) － 1,364,000
 　購股權計劃 三月二十八日

唐融融女士 首次公開發售前 二零零五年 464,000 － － － 464,000
 　購股權計劃 五月三十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八年 1,600,000 － (50,000) － 1,550,000
 　購股權計劃 三月二十八日

陳達榮先生 首次公開發售前 二零零五年 500,000 － － － 500,000
 　購股權計劃 五月三十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八年 1,600,000 － － － 1,600,000
 　購股權計劃 三月二十八日       

   7,264,000 － (286,000) － 6,978,000
本集團僱員 首次公開發售前 二零零五年 11,458,500 － (312,500) (1,286,000) 9,860,000
 　購股權計劃 五月三十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六年 7,055,000 － － (517,500) 6,537,500
 　購股權計劃 五月十二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七年 14,290,000 － － (945,000) 13,345,000
 　購股權計劃 十一月十三日
 首次公開發售後 二零零八年 65,180,000 － (2,804,500) (5,985,000) 56,390,500
 　購股權計劃 三月二十八日       

   105,247,500 － (3,403,000) (8,733,500) 93,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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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行使購股權的緊接行使日期之前的本公司股份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股1港元。

2. 就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的每名承授人而言，將分別於二零零六
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以及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三個曆年每年獲歸屬25%之購股權，每股行使價為1.02港元及行使
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3. 就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獲授購股權之每名承授人
而言，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的四個曆年每年將獲歸屬25%之購股權，每股行使價為
3.675港元及行使期為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4. 就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獲授購股權之每名承授
人而言，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的四個年曆年每年將獲歸屬25%之購股權，每股行使
價為1.64港元及行使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5. 就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授購股權之每名承授
人而言，由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起的四個年曆年每年將獲歸屬25%之購股權，每股行
使價為0.81港元及行使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6. 曾憲龍先生（「曾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辭任非執行董事。於二零零九年一
月一日，曾先生擁有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之750,000股購股權（於二零零五年五月
三十日授出）。

採用柏力克－舒爾斯購股權定價模式釐定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於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十二日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平值，分別約為
22,137,000港元、8,554,000港元、18,465,000 港元及28,0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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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下列假設計算購股權之公平值如下：

 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首次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公開發售前
 三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十三日 五月十二日 購股權計劃

股價（附註1） 0.81港元 1.49港元 3.65港元 1.70港元
行使價 0.81港元 1.64港元 3.675港元 1.02港元
購股權預計有效年期 5年 5年 6年 10年
預計波幅（附註2） 67.84% 58.1% 68.0% 33.3%

預計股息率 6.8% 6.6% 6.4% 3.9%

無風險利率 2.0% 3.9% 3.8% 3.8%

柏力克－舒爾斯購股權定價模式需要作出高度主觀之假設，包括股價波動。
各項主觀假設之變動均會嚴重影響公平值之估計。

附註：

1. 股價指於首次公開發售後各購股權計劃授出日期本公司之股份價格。於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之股價估計為每股1.7港元，與上市股份之發售價
相等。

2.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授出之購股權的預期波幅乃經計算與本公司股價於緊接首
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出日期之前3年之股價歷史波動釐定。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授出之購股權的預期波幅乃經計
算與本公司股價於緊接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授出日期之前90天之股價歷史波動
釐定。

由於缺乏歷史資料，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預期波幅乃經計算與本集團經營相
類業務之上市公司之股價歷史波幅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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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訂立任何安排，
致使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可藉買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
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取利益，及除本報告所披露外，亦概無董事、
主要行政人員、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 歲之子女於期內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
公司證券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
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頒布之守
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條文。本公司在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報告期間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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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
及常規，並商討審核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檢討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
師行進行審閱，並已發出無保留意見審閱報告。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

董事資料變動

據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麟振先生告知，其於二零零九年七月獲委任為Pypo China 

Holdings Limited﹙其證券於美利堅共和國場外交易議價板上市﹚之獨立董事會
成員。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40

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楊文瑛女士（主席）
王祖同先生
張劍平先生
王曦先生
唐融融女士
陳達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廖慶雄先生
庄行方先生
謝麟振先生

審核委員會

廖慶雄先生（主席）
庄行方先生
謝麟振先生

薪酬委員會

庄行方先生（主席）
謝麟振先生
王祖同先生

公司秘書

黃荻女士

核數師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法律顧問

趙不渝　馬國強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
50樓5005-5006室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6室

網址

http://www.sim.com

股份編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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