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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張華強先生（董事會主席）
葉偉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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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塘
鴻圖道57號
南洋廣場15樓15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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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P.O. Box 705,
Grand Cayman KY1-1107,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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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1716號舖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股份代號
2728（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

網址
www.shinh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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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錄得營業額474,04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9%。隨著下半年相繼推出多個

開發中的新項目，預期將支持營業額進一步增長。

本集團之毛利由54,245,000港元按年顯著增加11.6%至60,525,000港元。業績理想歸功於

本集團致力提升效率，包括結合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及單元製造（Cel lu lar

Manufacturing）程序。本集團毛利上升之另一推動力為本集團成功改進及提升其產品組

合。儘管如此，整體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對所有業內營運商（包括本集團）造成影響。

純利方面，本集團獲得顯著增長，由去年同期之7,872,000港元按年增加54.3%至

12,145,000港元，此歸因於多項因素，包括毛利率增加，效率提高，以及於去年同期出售

一家聯營公司權益所帶來利益，因而結清撤資合營企業產生之一次性非經常虧損賬目。

鑑於便攜式數碼播放器及相關周邊產品之需求仍然殷切，多媒體產品（「多媒體」）分部

之營業額大幅上揚19.4%至244,539,000港元，或佔總營業額之51.6%。營業額錄得理想

增長，乃由於 iPod及個人電腦相關周邊產品之付運量增加，而此情況與全球趨勢一致。

通訊產品（「通訊產品」）穩定增長，更錄得可觀收益，營業額升幅達8.0%，達至65,433,000

港元，或佔總收益13.8%，部分原因為流動電話、互聯網電話及無線通訊工具日趨普及，

且延伸惠及其相關產品。另外，娛樂產品（「娛樂產品」）付運量按年減少22.9%，營業額

為113,375,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23.9%。於回顧期內，此分部仍處於整合階段，但

訂單數目已漸趨穩定。由於本集團只持續製造特選之音響產品（「音響產品」），故此產

品分部之付運如預期的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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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除上述分部外，本集團亦積極為其多項技術進軍新市場以開拓商機，當中包括用於汽車、

液晶體電視機與電腦屏幕等平面顯示器，以及其他小型電子玩意之音響解決方案。就各

種情況而言，設計與外形不單非常重要，且需符合嚴緊的規格，只有精密的音響解決方

案方能配合。本集團與以平面揚聲器聞名之New Transducers Limited締結聯盟，共同利用

平衡輻射（「BR」）技術開發揚聲系統，逐漸獲市場認識，更被行內視為應用廣泛之嶄新

音響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集團位於東莞長安鎮之新廠房在2007年5月投入運作，正好為

滿足音響解決方案目前及日後之需求作好準備。

前景

鑑於多個範疇之需求持續穩定，本集團對其主要業務分部充滿信心。以個人電腦行業為

例，隨著大量消費者紛紛力求提升電腦，以運作最新操作系統，即Windows Vista，該行業

之前景一片秀麗，並將推動能配合不同娛樂規格之經改良的娛樂周邊產品及多功能裝

置之需求，因而令本集團直接受惠。

為把握新機遇，本集團開始就特為配備互聯網功能之流行多媒體流動電話而設之配件

進行開發工作，此舉將非常有利多媒體業務分部的發展。本集團亦積極為娛樂產品業務

開拓新範疇，進軍更高檔巿場，務求吸引購買能力較高之客戶。

由於賦予通訊周邊產品業務更高期望，本集團與一名歐洲高檔市場之客戶就提供無線

及有線耳機訂立新協議，預期於2008年開始付運。此外，美國及歐盟持續執行規定駕駛

人士必須使用藍芽無線耳機等免提裝置之法例，前者於近40個州推行，而後者則有超過

20個國家參與，因此，本集團對該業務之前景非常樂觀，並預期此趨勢將刺激業務大幅

上揚。

發展平衡輻射專利揚聲器方面，本集團已自一家著名電視機製造商取得完整音響解決

方案訂單，預期在2007年底前付運。其他以平衡輻射技術為基礎之揚聲器開發項目，包

括便攜式裝置及多媒體應用產品，均進展順利，且按本集團之指定時間表進行，預計新

產品推出市場後，將成為集團業務增長之推動力。

本集團將努力進一步增強各方面之實力，並已聘用多名專才以加強其產品開發小組及

音響工程運作，為本集團注入更大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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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續）

為減低人民幣升值、勞工成本上漲及技術勞工短缺之不利影響，本集團將繼續集中提高

效率及控制經營成本，並已設有自動化裝貨台以精簡勞工密集之工序。此外，於2007年

4月及5月所執行的單元製造程序系統第二階段，亦有效提高本集團之效率。另外提升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之使用將同樣改善本集團之效益，令本集團不同工序之管理及整合工

作更趨完善。

本集團將繼績維持充裕手頭現金，為開展新業務機遇作好準備，並積極於中國發掘銷售

機會，及留意具潛力之併購項目，以上種種部署均有助加快本集團長遠發展。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持續改善。流動資產淨值為222,931,000港元（2006年12月31日：

208,683,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額與流動負債總值之比例）為1.9

倍，而上一個年結日為1.5倍。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維持穩健現金水平，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50,001,000港元

（2006年12月31日：117,013,000港元），未動用銀行融資為73,152,000港元（2006年12月

31日：52,553,000港元）。本集團有銀行借貸16,324,000港元（2006年12月31日：43,447,000

港元），較上一個年結日減少27,123,000港元。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由2006年12月31日之16.6%減至5.8%。該比率乃按借貸總額

16,324,000港元（2006年：43,447,000港元）除股東權益282,161,000港元（2006年：

262,387,000港元）計算。

本集團之政策為採納審慎財務管理策略及維持高水平流動資金與銀行融資，以應付本

集團業務營運及投資機會之資金需要。

財務政策

本集團不會買賣高槓桿效應或投機性質之衍生產品。由於本集團銷售及原材料採購均

以美元及港元進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具備充裕外匯儲備以應

付必需之需要。儘管部分製造開支以人民幣列值，本集團面對之人民幣匯率風險甚微。

本集團仍將密切監察人民幣匯率之變動。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

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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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或然負債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其銀行存款合共7,554,000港元（2006年12月31日：

4,452,000港元），作為本集團銀行融資之抵押品。除上述抵押外，本集團所有資產均無

附帶任何產權負擔。

人力資源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用合共約5,200名僱員（2006年6月30日：4,100

名）。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5,985,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34,907,000港

元）。本集團按求職者之資歷及對職位之合適程度招聘及挑選員工。本集團之政策為就

每個職位聘用最合適人選。本集團根據本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繼續為合資格員工提

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及花紅。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6港仙（2006年中期股息：1.5港

仙）。中期股息將向於2007年10月5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

預期中期股息將於2007年10月18日或其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至2007年10月5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

之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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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號舖。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華強

香港

2007年9月14日



7 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 2007 年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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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原則，惟有所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該守則條文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

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

書面列載。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張華強先生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鑑於本

集團現時之發展階段，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有助執行本集

團之業務策略，達致最高營運效益。董事會認為，另行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在現

階段並非必要。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其架構，並考慮於合適情況下作出適當調整。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

董事確認，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彼等完全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企業管治、財務報告及企業監管方面責任。審核委員會由3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黎明先生、林敬新博士及葛根祥先生，主席由黎明先生出

任，彼具備合適專業會計資格及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集團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審核委員會亦已與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審閱本集團截至2007年

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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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已

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所持股份 佔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身分 數目 (1) 概約百分比

張華強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 152,655,473 46.19%

葉偉翔先生 實益擁有人 4,698,302 1.42%

附註：

1. 上述股份權益均指好倉。

2. 152,655,473股股份由張華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Pro Partner Developments Limited（「Pro
Partner」）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已

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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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於2005年6月25日，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獲本公司股東批准並採納，據此，本公

司可根據購股權計劃所訂明之條款及條件，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任何執行

董事）授出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獲授出、行使、註

銷或失效。

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分別於2007年1月1日及2007年6月30日尚未行使。

主要股東權益

於2007年6月30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除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以下法團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5%或以上

權益，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

所持股份 佔已發行股份

名稱 身分 數目 (1) 概約百分比

Pro Partner(2) 實益擁有人 152,655,473 46.19%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3) 投資顧問 21,800,000 6.60%

China Development

Capital Partnership(3) 實益擁有人 20,800,000 6.29%

Martin Currie Inc.(4) 投資顧問 20,800,000 6.29%

GM Martin Currie

GC & PIPEs(4) 實益擁有人 20,800,000 6.29%

附註：

1. 上述股份權益均指好倉。

2. 152,655,473股股份由張華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Pro Partner持有。誠如上述「董事及主要行
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述，此等股份已計入張華強先生之權
益披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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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權益（續）
3.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作為投資顧問之身分被視作於China Development

Capital Partnership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4. Martin Currie Inc. 作為投資顧問之身分被視作於GM Martin Currie GC & PIPEs所持股份中擁有
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07年6月30日，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概無任何其他人

士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登記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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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載於第13至第26頁之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於2007年

6月30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6個月期間有關簡明綜合損益表、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報表以及其他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

必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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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及其相關條文，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報告。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董事有責任編製及呈報此中期財務資料。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工作之

結果，對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雙方協定之應聘條款，僅向 貴董事會呈報。除

此以外，吾等之報告不可作其他用途。吾等概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之人員作

出查詢並進行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之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核準則進行審核

的範圍為小，故吾等不能保證將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

等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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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續）

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工作，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致使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

大方面並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07年9月14日



13 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 2007 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474,049 465,349

銷售成本 (413,524) (411,104)

毛利 60,525 54,245

其他收入 1,085 1,464

銷售及分銷成本 (9,761) (8,679)

行政開支 (36,299) (32,596)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3,944)

融資成本 (1,038) (1,506)

除稅前溢利 5 14,512 8,984

所得稅開支 6 (2,367) (1,112)

期內溢利 12,145 7,872

已派股息 7 12,560 8,49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3.85 2.60

－攤薄 不適用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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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7年6月30日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1,609 57,784

會所會籍 978 978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42 3,291

65,929 62,053

流動資產

存貨 143,769 135,363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83,881 359,564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12 1,16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0,001 117,013

481,863 613,10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238,627 337,801

應付票據 12 1,848 9,850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13 622 14,467

稅項負債 4,000 3,949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483 110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4 13,352 38,241

258,932 404,418

流動資產淨值 222,931 208,6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8,860 27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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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2007年6月30日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305 3,034

儲備 278,856 259,353

282,161 262,38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824 －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14 2,972 5,206

遞延稅項負債 2,903 3,143

6,699 8,349

288,860 27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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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購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06年1月1日（經審核） 3,000 72,295 4,950 295 1,919 142,350 224,809

直接於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31 － － 31

期內溢利 － － － － － 7,872 7,872

期內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31 － 7,872 7,903

確認權益結算股份付款 － － － － 106 － 106

行使購股權 34 2,025 － － (2,025 ) － 34

已派付股息 － － － － － (8,495 ) (8,495 )

於200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034 74,320 4,950 326 － 141,727 224,357

於2007年1月1日（經審核） 3,034 74,320 4,950 450 － 179,633 262,387

直接於權益確認因換算

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43 － － 143

期內溢利 － － － － － 12,145 12,145

期內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143 － 12,145 12,288

配售新股份 271 20,007 － － － － 20,278

配售新股份產生之開支 － (232 ) － － － － (232 )

已派付股息 － － － － － (12,560 ) (12,560 )

於200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305 94,095 4,950 593 － 179,218 28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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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6,275 12,822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49) (7,4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51 13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所得款項 － 1,930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減少 (3,102) 4,952

已收利息 875 1,032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2,425) 508

融資活動

已派付股息 (12,560) (8,495)

償還銀行貸款 (27,123) (61,764)

已付利息 (1,038) (1,506)

償還融資租賃承擔 (303) (1,130)

發行普通股 20,278 34

發行普通股產生之開支 (232) －

新增銀行貸款 － 53,416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978) (19,44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2,872 (6,11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7,013 71,736

匯率變動影響 116 32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即：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0,001 6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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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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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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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度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在2007年1月1日開始之
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資本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在惡性通貨
膨脹經濟中財務報告之重列法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估內含衍生工具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5

1 於200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6年3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6年5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6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06年11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造成重大影
響。因此，並無確認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現正
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之潛在影響，目前預期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或詮
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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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
股份交易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3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7年3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收益
收益指期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退貨及折讓。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目前有五個收益來源－銷售通訊產品、多媒體產品、娛樂產品、音響產品及其他。該等
收益來源為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及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收益及溢利按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通訊產品 多媒體產品 娛樂產品 音響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65,433 244,539 113,375 6,125 44,577 474,049

業績
分類業績 5,327 6,202 4,235 175 498 16,437

未分配其他收入 1,085
未分配公司開支 (1,972 )
融資成本 (1,038 )

除稅前溢利 14,512
所得稅開支 (2,367 )

期內溢利 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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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4. 分類資料（續）

通訊產品 多媒體產品 娛樂產品 音響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60,580 204,769 147,104 12,926 39,970 465,349

業績
分類業績 4,803 5,582 4,685 1,303 (677 ) 15,696

未分配其他收入 1,180
未分配公司開支 (2,442 )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3,944 )
融資成本 (1,506 )

除稅前溢利 8,984
所得稅開支 (1,112 )

期內溢利 7,872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 7,747 7,6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53 7
存貨減值 1,109 184
利息收入 (875)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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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所得稅
  香港 2,607 1,60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 (435)

2,607 1,166
期內遞延稅項 (240) (54)

2,367 1,112

香港利得稅乃以兩段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

已就兩段期間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加速稅項折舊所產生暫時差額作出遞延稅項撥備。

7. 已派股息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向股東宣派2006年末期股息每股0.038港元（截至2006年
6月30日止6個月︰0.028港元）。

董事已決定向於2007年10月5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016港元（截
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每股0.0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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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8.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盈利 12,145 7,872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5,683,938 302,815,608

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574,987

計算攤薄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3,390,595

由於期內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本期間之攤薄每股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達11,749,000港元（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7,419,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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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0.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90日之平均信貸期，並可根據客戶與本集團之交易額及結
算方式，延展指定客戶之信貸期。

貿易應收款項於各個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 日 87,130 125,401
31至60 日 63,325 146,545
61至90 日 8,309 50,105
91至120日 419 7,742
超過120日 4,903 13,019

164,086 342,812
按金及預付款項 19,795 16,752

183,881 359,564

1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貿易應付款項於各個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9,608 73,677
31至60日 42,596 82,680
61至90日 44,938 68,145
91至120日 27,669 48,190
超過120日 9,184 35,570

203,995 308,262
應計費用 34,632 29,539

238,627 33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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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2. 應付票據
到期日為90日之應付票據於各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848 1,159
31至60日 － 6,151
61至90日 － 2,540

1,848 9,850

13.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有關金額乃結欠東莞冠萬音響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兼股東葉偉翔先生於該公司擁有實益
權益），屬貿易性質，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於各結算日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22 11,326
31至60日 － 3,141

622 14,467

14. 銀行貸款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到期日如下：

1年內 13,352 38,241
第2年 2,139 3,539
第3至第5年（包括首尾兩年） 833 1,667

16,324 43,447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1年內到期之金額 (13,352) (38,241)

1年後到期償還之金額 2,972 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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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5.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 5,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普通股
於2007年1月1日 303,397,500 3,034
配售新股份（附註） 27,120,064 271

於2007年6月30日 330,517,564 3,035

附註： 於2007年3月27日，本公司控股股東Pro Partner Developments Limited（「Pro Partner」）
與China Development Capital Partnership Master Fund LP及General Motor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統稱「買方」）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據此，Pro Partner
同意按每股0.75港元之價格，向買方配售27,120,06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普
通股（「配售事項」）。配售事項須待（其中包括）Pro Partner獲配售與根據配售事項所
配售之配售股份數目相同之新股份（「補足認購」）後，方告作實。配售事項已於2007
年3月28日完成，而補足認購於2007年4月10日完成。每股0.7477港元價格反映相關交
易成本之除淨影響。本公司自補足認購收取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0,000,000港元，將
撥付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所需。所有已發行新股份於各方面與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
等權益。

與上述交易同步進行者，為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知會本公司，表示彼同意出售，而買
方同意按每股0.75港元價格，認購由該名少數股東擁有之14,479,936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惟須待配售事項完成，方告落實。該交易已與配售事項同時於
2007年3月28日完成。

進行上述交易後，買方各自擁有本公司20,8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權益，
約相當於本公司經補足認購擴大之已發行股份總額6.29%。

16. 資本承擔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資本開支承擔約4,643,000港元（2006年12月31日﹕2,0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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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7. 資產抵押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其銀行存款7,554,000港元（2006年12月31日﹕4,452,000港
元），作為本集團獲授若干銀行融資之抵押品。

18.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
6個月

關連公司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東莞冠萬音響有限公司 由一名董事 貿易採購 35,058 30,581
控制

貿易銷售 369 －

購置物業、 842 －
廠房及設備

董事及主要管理層 薪酬 4,353 3,589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載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及附註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