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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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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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0）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278,339 384,476

銷售及服務成本 (267,306) (322,199)  

毛利 11,033 62,277

其他收入 5 20,717 20,75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42,131) (11,968)

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10 (76,923) –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2,822) (4,000)

研究及開發費用 (123,042) (77,1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941) (13,211)

行政開支 (64,916) (48,15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739 10,206

融資成本 (2,056)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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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307,342) (63,515)

稅項 6 (17,599) 3,841  

持續經營業務的本期虧損 7 (324,941) (59,67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期虧損 – (9,831)  

本期虧損 (324,941) (69,5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24,851) (60,46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9,245)  

(324,851) (69,710)
  

非控股權益應佔本期（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0) 79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586)  

(90) 205
  

下列各項應佔本期總（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324,851) (69,710)

非控股權益 (90) 205  

(324,941) (69,505)
  

每股虧損（港仙） 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4.7) (3.0)

  

攤薄 (14.7) (3.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4.7) (2.6)

  

攤薄 (14.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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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 (324,941) (69,50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將不可重新分類至本期損益之項目：
將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轉撥至按 

公平值入賬之投資物業之盈餘 1,743 14,236

投資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 

之公平值盈餘 4,830 963

與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有關之遞延稅項 (1,470) (3,720)

換算至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37,467) 2,848  

本期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32,364) 14,327  

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357,305) (55,178)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6,777) (56,777)

非控股權益 (528) 1,599  

(357,305) (5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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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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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89 793,75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9,251 205,990
使用權資產 35,507 44,802
無形資產 18,218 60,561
遞延稅項資產 – 68,8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9,021 59,61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68,162 63,112
應收代價 33,354 34,443  

1,145,402 1,331,100  

流動資產
存貨 294,149 244,761
持作銷售物業 9,196 9,6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81,151 98,244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6,340 159,980
應收代價 20,507 23,21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579 20,4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916 4,15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8,313 16,145
短期銀行存款 301,891 353,17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7,873 322,309  

1,069,915 1,252,0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211,097 218,852
合約負債 113,990 126,412
租客按金 4,192 5,468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應計款項及遞延收入 45,047 49,323
銀行借貸 133,175 41,851
租賃負債 5,519 6,019
應付稅項 35,439 37,311  

548,459 485,236  

流動資產淨值 521,456 766,8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66,858 2,09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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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3,854 227,977

儲備 1,282,632 1,653,2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06,486 1,881,252

非控股權益 12,403 12,931  

權益總額 1,518,889 1,894,183  

非流動負債
租客按金 8,565 7,620

租賃負債 6,709 8,554

遞延稅項負債 89,538 143,158

遞延收入 43,157 44,429  

147,969 203,761  

1,666,858 2,09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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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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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進行手機和物聯網終端業務，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以
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物業租賃管理。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乃因董事認為作為一間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和方便股東，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更為恰當。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於本中期期間，由於中國部分地區（尤其是上海）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中起實施強制限制以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本集團的營運受到嚴重影響，而本集團的營業額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比大幅
下跌。

本集團管理層已重新評估其預測，結論為有跡象顯示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以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出現減
值。其已對相關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值評估，確認若干長期資產的減值虧損。有關減值評估的詳情，載於附註10。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各報告期末之公平值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因應用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產生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呈列的相同。

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強制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提述概念架構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一份合約之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表現及財務狀況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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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與客戶合同的收入分解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手機及
物聯網

終端業務

電子
製造服務

供應商業務
物業租賃

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手機及物聯網終端 233,531 – – 233,531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 – 17,826 – 17,826
物業租賃管理 – – 26,982 26,982    

總計 233,531 17,826 26,982 278,339
    

與客戶合同的收入及收入確認時間
某一時間點 233,531 – 不適用
隨時間 – 17,826 不適用   

   
總計 233,531 17,826 不適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手機及
物聯網

終端業務

電子
製造服務

供應商業務
物業租賃

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手機及物聯網終端 308,257 – – 308,257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 – 45,656 – 45,656

物業租賃管理 – – 30,563 30,563    
    

總計 308,257 45,656 30,563 384,476
    

    

與客戶合同的收入及收入確認時間
某一時間點 308,257 – 不適用
隨時間 – 45,656 不適用   

   

總計 308,257 45,65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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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市場

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及位於中國，即本集團實體產生收入之所在國。無呈列進一步分析。

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構成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呈列，以分配資源予分
類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已重組為三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三個）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即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
務、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及物業租賃管理。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手機及
物聯網

終端業務

電子
製造服務

供應商業務
物業租賃

管理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233,531 17,826 26,982 278,339

    
    

分類（虧損）溢利 (255,813) (13,722) 2,076 (267,459)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未分配 (34,91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739
公司開支 (4,648)
融資成本 (2,056) 

除稅前虧損 (30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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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手機及
物聯網

終端業務

電子
製造服務

供應商業務
物業租賃

管理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308,257 45,656 30,563 384,476

    

分類（虧損）溢利 (80,647) 743 10,547 (69,357)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未分配 1,326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0,206

公司開支 (3,432)

融資成本 (2,258) 

除稅前虧損 (63,515)
 

分類業績代表每一分類在未分配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未分配匯兌虧損、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賬之金融資產之淨收益或虧損、分佔聯營公司業績、若干其他收入、公司開支、融資成本及稅項的情況下的財務業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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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類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621,725 641,264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 53,367 80,138

物業租賃管理 751,889 817,259  

可呈報分類資產總額 1,426,981 1,538,661

未分配資產 788,336 1,044,519  

總資產 2,215,317 2,583,180
  

分類負債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382,208 387,956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 8,522 50,744

物業租賃管理 36,878 16,660  

可呈報分類負債總額 427,608 455,360

未分配負債 268,820 233,637  

總負債 696,428 688,997
  

為監控分類表現及在各分類間分配資源，除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若干使用權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持作銷
售物業、應收代價、已抵押銀行存款、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及若干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呈報
及營運分類。營運分類共同使用的資產按各營運分類所賺取的收入分配。

為監控分類表現及在分類間分配資源，除若干租賃負債、若干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應付稅項、銀行借貸及遞
延稅項負債，所有負債在可呈報及營運分部之間作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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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增值稅（「增值稅」）退稅（附註i） 735 1,030

政府項目收入（附註ii） 10,239 9,338

銀行結餘賺取之利息收入 7,468 9,926

股息收入 267 101

其他 2,008 356  

20,717 20,751
  

其他收益及虧損
外匯虧損淨額 (30,341) (6,78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640) (4,181)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2,221)

按公平值計量且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產生的公平值虧損淨額 (1,236) (1,036)

其他 86 2,256  

(42,131) (11,968)
  

附註：

(i) 希姆通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及上海葩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均從事分銷自行開發及生產之軟件、以及開發自
動化檢測設備及軟件之業務。根據中國現行之稅務法規，在中國就銷售自行開發及生產之軟件以及開發自動化
檢測軟件已繳付之增值稅可享有退稅。

(ii)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金額包括於本期間收到之無條件政府項目收入2,053,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90,000港元），乃為鼓勵本集團於中國的研發（「研發」）活動而授出。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一筆43,15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736,000港元）的款項仍然未攤
銷並已計入其他應付賬款（就即期部分而言）及遞延收入（就非即期部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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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 (126)

遞延稅項（扣除）抵免 (17,589) 3,967  

本期間稅項 (17,599) 3,841
  

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於兩段期間均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於計及相關稅務優惠後，按中國有關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本期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的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及服務成本） 28,816 33,976

減：已資本化之開發成本 – (135)

減：已資本化之的存貨 (28,816) (33,841)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992 16,421

減：已資本化之開發成本 – (1,370)

減：已資本化之的存貨 (12,328) (13,323)  

4,664 1,7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3,652 5,12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80,682 94,351

減：已資本化之開發成本 (3,542) (23,166)

減：已資本化之的存貨 (13,564) (11,313)  

163,576 59,87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計入銷售及服務成本） 237,087 278,081

製造服務的成本（計入銷售及服務成本） 30,219 4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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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中期期間，並沒有派付、宣派或建議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324,851) (69,710)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06,191 2,362,549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已扣除已購回但尚未註銷，以及以信
託方式持有並入賬為本公司庫存股份的普通股。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已行使本公司的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因為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數字計算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 (324,851) (69,710)

加：本期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 不適用 9,245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324,851) (60,465)
  

所用分母與上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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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期間虧損9,245,000港元及上文詳述的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之分母計算，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4港仙。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度，本集團管理層制定進取的開發計劃，本集團業務在未來數年需要迅速發展。本集團大量投資於擴
充其研發團隊，並招募業內人才加入管理團隊及各個部門。本集團在拓展其客戶基礎方面取得出色成果。於本中期
期間，COVID-19疫情再次於中國不同地區爆發，尤其是本集團總部、研發中心及主要生產廠房的所在地上海。於
歷時兩個月的封城期間，上海幾乎所有經濟板塊均遭受重擊。由於物料供應異常，而且無法與上游及下游合作夥伴
溝通，新項目及現有項目的生產及交付被延誤或無法執行，因此，去年獲得的銷售渠道未能轉化為收入。本集團收
入亦顯著下跌。

本集團的管理層認為，本次疫情的衝擊特別嚴重，並預期經濟將需要較長時間復甦。因此，本集團管理層經考
慮目前手頭上的銷售訂單重新評估其本年度的預測，並認為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和EMS業務存在減值跡象。
本集團管理層就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內具有有限可使用年期且賬面值分別為156,930,000港元、19,970,000港
元及35,488,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進行減值，並對EMS業務內賬面值分別為
37,230,000港元及2,165,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進行減值評估。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的
自有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之可收回金額單獨估計。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由於無法估計自有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以外的個別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故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按該資產所屬現金產
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釐定。由於並無基準可以於計量日期可靠地估計可從市場參與者之有序交易銷售資產中獲得的
金額，無法計量該等資產的公平值減出售成本，故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已基於計算使用價值而釐定。可收回
金額已根據預期來自資產之貼現未來稅前現金流量進行評估。計算使用價值的關鍵假設與現金流入╱流出的估計有
關，包括預算銷售額、毛利率及增長率。該估計是基於單位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計算採用管理層所批准涵蓋未來5年之現金流量預測，並按歷史記錄估計年增長率。超過五年期的現金
流量使用3%的終端增長率外推。由於COVID-19疫情可能如何進展及演變存在不確定性，在評估增長率時已考慮到
更高程度的估計不確定性。用於計量使用價值金額的稅前貼現率為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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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評估結果，管理層釐定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低於賬面值。因此，減值虧損已分配至物業、廠房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及可使用年期有限的無形資產各個類別，以使每類資產的賬面值不低於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其使用價
值及零之中的最高值。根據使用價值計算及分配，減值虧損53,224,000港元、5,987,000港元及17,713,000港元已針
對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可使用年期有限的無形資產的賬面值分別於該等資產有關之相關職能範圍內確
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可使用年期有限的無形資產之累計減值虧損
分別為79,364,000港元、5,830,000港元及56,248,000港元。

本集團基於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估計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中自有物業及相關租賃土地之可收回金額。相關資產的賬
面值不超過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後的可收回金額，且並無確認減值。

EMS業務

由於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故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按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釐定。由於
並無基準可以於計量日期可靠地估計可從市場參與者之有序交易銷售資產中獲得的金額，無法計量公平值減出售
成本，故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已基於計算使用價值而釐定。可收回金額已根據預期來自資產之貼現未來稅
前現金流量進行評估。計算使用價值的關鍵假設與現金流入╱流出的估計有關，包括預算銷售額、毛利率及增長
率，該估計是基於單位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計算採用管理層所批准涵
蓋未來5年之現金流量預測，並按歷史記錄估計年增長率。超過五年期的現金流量使用3%的終端增長率外推。由於
COVID-19疫情可能如何進展及演變存在不確定性，在評估增長率時已考慮到更高程度的估計不確定性。用於計量
使用價值金額的稅前貼現率為15.98%。

根據評估結果，管理層釐定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高於賬面值。因此，於本期並無確認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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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銷售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之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一般信貸期為零至90天。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約為確認收入之日）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零至30天 54,244 57,907

31至60天 5,266 6,356

61至90天 2,057 7,289

91至180天 6,711 15,408

超過180天 35,182 30,955  

103,460 117,915

減：累計信貸虧損 (25,012) (27,290)  

78,448 90,625  

應收票據（附註）
零至30天 2,305 5,034

31至60天 11 495

61至90天 365 13

91至180天 22 1,832

超過180天 – 245  

2,703 7,61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1,151 98,244
  

附註：應收票據為向客戶收取由銀行發出之承兌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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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按應付貿易賬款發票日期或應付票據發行日期之賬齡作出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零至30天 137,910 124,475

31至60天 2,905 3,144

61至90天 1,348 4,844

超過90天 50,667 46,027  

192,830 178,490  

應付票據
零至30天 9,787 40,362

31至60天 2,698 –

61至90天 5,782 –  

18,267 40,36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211,097 218,852
  



1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派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二二年春天，新冠變異毒株來勢洶洶，中國國內多點爆發，疫情中心上海首當其衝，整個城市
實行靜默管理，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全市居民足不出戶，所有人流物流停止，工商業全面停擺。
如果不是身處上海，根本無法體會這場兩千多萬人對抗病毒的戰役有多慘烈。本集團總部、研發中
心和主要生產工廠均位於上海，遭受的衝擊尤為劇烈。與此同時，集團其他地區的研發中心及工廠
也未能倖免，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疫情的影響，業務也無法正常開展。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實
現銷售收入278,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7.6%，毛利額為1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82.3%。

面對長時間的封閉管理，集團迅速反應，想方設法利用網路工具和各種資訊技術手段，實施「居家辦
公+封閉生產」工作模式，努力自救，儘量縮小「停擺」和「靜默」帶來的影響。但是，在一刀切的封閉
管理造成的困難面前，我們所有的補救措施都顯得如此蒼白。因此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集團錄得前所
未有的嚴重虧損。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該業務是集團最主要的業務板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233,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24.2%，毛損額1,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額31,200,000港元）。集團於報告期內對客
戶的出貨大多源自於去年未執行或未完成的訂單。由於交通系統的停滯、材料不能正常供應、與上
下游合作夥伴無法當面交流、居家辦公效率低等因素導致專案研發進度嚴重拖延，新、老項目的生
產交付也大面積延遲，原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出貨的項目普遍延期到了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同
時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工廠長時間停止運作而所有固定成本如常負擔，這些都造成該業務板塊收入及
毛利額雙雙下跌，整個板塊嚴重虧損。隨著二零二二年六月份上海大力推動逐步復工復產，目前除
了與國內外上下游合作夥伴的交流仍然受限之外，集團正常的研發、生產交付能力已基本恢復，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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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收入和毛利額將會逐步提升。至於提升的速度和幅度，很大程度上依然視乎疫
情的發展和國內外經濟環境走勢。

為了應對全球經濟的嚴峻形勢，集團管理層適時調整了集團管理架構，優化各部門的人力資源配
置，降低費用的同時提高管理效率。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重點將放在確保現有的各項智能終端機、
智能穿戴產品的投產交付，以及加速電動兩輪車中控系統等新產品的研發推廣。本集團力爭在二零
二二年下半年實現收入與毛利的增長。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EMS)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17,80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減少
61.0%，毛損額12,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額1,500,000港元）。

由於疫情影響，EMS工廠長期停產，加上報告期內兩個主要的EMS業務客戶的加工訂單均出現不同
程度的下滑，導致本業務的收入減少過半，業務的毛利額從合理的毛利轉為嚴重虧損。瀋陽工廠因
為客戶訂單斷崖式下跌，已開始佈署經營模式的轉型，縮減富餘人員與產線，並主動接觸領域內的
其他客戶，尋求新的合作。上海與桐城工廠將繼續提升生產環節中的數位化與智能化的投入，減少
人力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並積極開拓新的客戶，力爭EMS業務在未來恢復盈利。

物業租賃管理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物業租賃管理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出租上海晨訊科技大樓A，B棟，位於上海及瀋陽
的工廠單位及位於瀋陽的商用物業。出租單位總面積約為89,000平方米。為了令公司的資源帶來更
大的效益，集團將持續出租一些已騰出的大樓或廠房用於發展物業租賃管理業務。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物業租賃管理的收入為2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0,600,000港元），毛
利率為92.2%（二零二一年上半年：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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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集團發生了空前的虧損，但是集團仍然保有一支優秀的研發、營銷及管理團
隊，擁有許多有競爭力的產品和多年的技術積累，還有一批優質的大客戶以及金額可觀的未執行合
同。管理層對於集團的未來仍然充滿信心。面對嚴峻的形勢，集團正審視在突發異常情況下的安全
底線，提升對重大風險的預判及應對能力。集團將實事求是，重新修訂集團發展戰略和方向，進一
步優化管理架構和現有業務的佈局，並加快開拓新業務和海外市場。

二零二二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充滿了不確定性。但無論如何，本集團將上下一心，風雨同舟，
共克時艱，戮力拼搏，盡快實現轉虧為盈。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收入為278,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84,500,000港元），
其中來自手機及物聯網終端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主營業務」）之收入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
少29.0%至251,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53,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來自物業租
賃管理（「非主營業務」）之收入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11.7%至2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30,600,000港元）。

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主營業務的毛損額13,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額32,700,000

港元）。主營業務之毛損率5.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率9.3%）,非主營業務的毛利率減少至92.2%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96.7%）。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整體毛利率減少至4.0%（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16.2%）。

本集團錄得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24,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60,500,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之每股基本虧損為14.7港仙（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6港仙）。虧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以
下因素引致：

虧損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中旬以來，中國部分地區（尤其上海）為應對冠狀病毒
(COVID-19)大流行採取強制限制措施，本集團的出貨受到影響。由於本集團之總部位於上海，所以
影響比較大。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營業額及平均毛利率未能達到預期水平，研發開支、銷售及分銷成
本及行政開支增加，以及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出現波動（匯率虧損約30,300,000港元），均導致虧損大
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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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新管理層制定了相當激進的發展計劃，集團業務未來幾年要有高速增長。為此二零
二一年以來，集團加大了人力資源投入，從行業內引進許多非常專業、經驗豐富的人才，充實本集
團管理層及各部門。同時，為了適應現在中國內地高科技人才成本飛漲的現實情況，集團對部分現
有員工提升了工資獎金，希望增加員工對集團的歸屬感和動力，努力為集團創造更多的利潤。因此
導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研究及開發費用、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均比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有明
顯增長。為了應對全球經濟的嚴峻形勢，集團管理層已適時調整了管理架構優化各部門的人力資源
配置，以降低費用並同時提高管理效率。

此外，董事會認為，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的長期資產出現減值跡象，
且在對有關資產進行減值評估後，已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對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相關之無形資
產、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計提減值虧損約76,900,000港元以及對若干應收款項作出減值虧
損約12,800,000港元，此舉亦導致虧損大幅增加。

核心業務的分類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毛損 毛損率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233.5 (1.4) (0.6) 308.3 31.2 10.1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 17.8 (12.4) (69.5) 45.6 1.5 3.4      

總計 251.3 (13.8) (5.5) 353.9 32.7 9.3
      

手機及物聯網終端業務

由於上海實行兩個多月的靜默管理，交通系統停滯、材料不能正常供應、與上下游合作夥伴無法當
面交流、居家辦公效率低等因素導致專項研發進度嚴重拖延，新、老項目的生產交付也大面積延
遲，此業務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分類之收入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24.2%至233,5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308,300,000港元）。本分類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之毛損率為0.6%（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毛利率10.1%）。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ODM業務收入佔本分類收入約89%（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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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業務

由於疫情影響，EMS工廠長期停產，加上報告期內兩個主要的EMS業務客戶的加工訂單均出現不同
程度的下滑，此業務的分類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61.0%至17,800,000港元，同時錄得毛損率69.5%（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率3.4%）。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187,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22,300,000港元），其中15.2%以美元持有，81.6%以人民幣持有，其餘則以港元持有；本集團
的短期銀行存款為301,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3,200,000港元），其中71.3%以
美元持有，28.7%以人民幣持有。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就其借貸抵押以人民幣計值
的銀行存款為38,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00,000港元）。本集團擬以該等銀行
結餘撥付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計劃所需的資金。本集團已抵押若干銀行存款作為獲得銀行
借貸之擔保。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為133,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1,900,000港元），其中76.4%以人民幣計值及23.6%以美元計值，該借貸全部以浮動利率
計息及於一年內償還。

營運效率

本集團主營業務之存貨、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週轉期分別呈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天 天

存貨週轉期 183 11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期 59 49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期 212 128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本集團的出貨受到影響，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存貨週轉期較二零二一年有所
增加。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若干應收賬款的還款時間表較二零二一年延遲，因此，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應收賬款週轉期較二零二一年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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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若干應付賬款的還款時間表已較二零二一年延遲。因此，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期有所增加。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計算）為2.0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6倍）。

本集團認為存貨週轉期、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期、及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期有助本集團瞭
解存貨變現能力的效率，銷售與現金周轉週期。透過審視週轉天數將可改善本集團的營運效率。流
動比率可幫助本集團瞭解其短期及長期償債能力。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納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之盈餘資金主要存入聲譽良好之銀行作為定期及活期存款，以
賺取利息收入。

本集團若干銷售及購買存貨以美元計值，另本集團若干應收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及銀行結餘以
美元計值，本集團因此承受美元貨幣風險。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
沖用途，但在需要時會考慮簽訂不交割遠期外匯合約抵銷以美元計值的外匯風險。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2,238,547,3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因一位僱員行使本公司構股權，本公司發行了1,05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概無發行本公司之股票。

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2,215,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83,200,000港元），銀行借貸為133,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900,000港
元）。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6.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

本集團透過定期審視資本負債比率，依據未來資金規劃需求，於股東回報及資金安全之間取得平
衡，並且因應經營環境的變化調整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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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或聯營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公告所述，本集團與東莞市黃江鎮人民政府訂立框架
協議，表明本集團有意投資合共人民幣2,000,000,000元於東莞市黃江鎮開發本集團自身的科技工業
園，藉以整合本集團的營運，將集團的發展潛力最大化。預期本集團將投資人民幣1,000,000,000元
於固定資產投資，餘下人民幣1,000,000,000元將作為營運現金流。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並無任何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169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51名）僱員。本集
團為其所有香港僱員設立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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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僱員提供福利。本集團設有全面的培訓系統，為僱員建立基於網絡的職業道路，包括職位及能力
管理、技巧提升項目、各式培訓機會、僱員在線學習項目、內部提升機制、主要僱員發展項目、主
要職位繼任計劃及領導力發展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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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及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授予股權及股份獎勵計劃授予股份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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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之30,594,000股股份並隨即註銷
購回之股份。有關購回詳情如下：

購回 每股價格
已付總

價格（包括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相關開支）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二年一月 20,648 0.480 0.455 9,685

二零二二年五月 3,260 0.320 0.290 1,006

二零二二年六月 6,686 0.370 0.330 2,397  

30,594 13,088
  

除以上披露由本公司購回之股份外，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報告其後事項

自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末起，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已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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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十四第二部分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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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條文。本公司在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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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本集
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進行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站(www.sim.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二零二二年中期
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將載入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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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本集團所
有員工於本年度盡忠職守及所作貢獻致謝。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文瑛女士、王祖同先生、劉軍先生、朱文輝先生及高峻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曦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慶雄先生、武哲先生及李敏波先
生。

承董事會命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祖同

本公告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擬」、「預期」、「預計」、「抱有信心」及類似詞彙擬表示前瞻性陳述。
此等陳述並非歷史事實，亦不是對未來表現之保證。實際結果可能會與此等陳述所表示、暗含或預
測的情況有重大差別。此等前瞻性陳述乃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有關本集團業務或業內所經營的市場
現況的目前信念、假設、期望、估計及預測而作出，會因為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而受到重
大影響。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