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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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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永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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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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整體收益增加至約250,910,000港元（2013年中期：

194,670,000港元）；較2013年同期增長約28.89%。該增長主要由於汽車揚聲器錄得額外

銷售。

於回顧期間，毛利亦增加186.31%至約21,130,000港元（2013年中期：7,380,000港元）。

毛利增加主要由於引入新產品及終止經營低利潤率的電視揚聲器。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亦錄得出售附屬公司的一次性收益5,270,000港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經營開支為約16,660,000港元（2013年中期：11,880,000港

元）；較2013年同期增長約40.24%。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的經營開支中的1,800,000

港元乃因於出售日期後向泰升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前附屬公司）提供技術服務所產

生。就向泰升實業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服務而言，本集團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間已確

認服務收入1,970,000港元。經計及此事項，經營開支事實上增長25.08%，基本上由於員

工成本增加及研發開支提高引致開支增加的綜合效應所致。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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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維持穩健的現金水平，淨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銀行借

貸）約為164,591,000港元（2013年12月31日：103,702,000港元）。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48,250,000港元（2013年12月31日：

243,268,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與流動負債總額的比率）為2.7，

而去年年底為1.7。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2013年12月31日：零港元）。資本負債比率乃按

貸款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於2014年6月30日為零（2013年12月31日：零）。

本集團的政策是採用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並維持高水平的流動資金及銀行融資，以滿

足本集團業務及投資機遇的資金需要。

財務政策

本集團不會買賣任何具槓杆效應的產品或衍生產品。為貫徹此審慎的財務風險管理措施，

本集團致力維持其合適之資產負債水平。由於本集團銷售及原材料採購均以美元及港元

進行，本集團相信將具備充裕之外匯儲備以應付不時之需。部分生產開支乃以人民幣計

值，為紓緩匯率波動之影響，本集團將密切評估及監察人民幣匯率變動。如有需要，本集

團會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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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人力資源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聘用約1,380名僱員（2013年6月30日：4,100

名）。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2,230,000港元（2013年6月30日：86,597,000港

元）。本集團按求職者的資歷及對職位的合適程度聘用及挑選員工。本集團的政策是聘用

最有能力勝任各職位的應徵者。本集團持續根據本集團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向合資格員

工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及花紅。

前景

於2014年2月28日出售揚聲器系統附屬公司後，本集團更加專注於擴張汽車及其他音響揚

聲器業務。規模效應加上銷售的潛在增長將在某程度上抵銷中國製造成本的不斷上漲。

本集團亦將開拓有利於我們股東的其他投資機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2013年中期股息

每股1港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華強

香港，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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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規則

本公司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致力於遵守企業管治之最佳常規，及已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及上市規則，惟以下有

所偏離：

根據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公平地理解股

東之觀點。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當時不在香港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14年1月24日舉行

之股東特別大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A條，上市發行人之各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且須至少佔董事會人數之三分之一。在黎明先生（「黎先生」）於2014年5月23

日退任後，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數降至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10A條規定之最低人數

及比例。

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上市發行人成立之審核委員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成員。於黎先生

退任後，審核委員會僅剩兩名成員。因此，審核委員會之成員人數降至上市規則第3.21條

規定之最低人數。

本公司於2014年6月20日委任霍震南先生（「霍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填補空缺。霍

先生亦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於委任霍先生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條、

第3.10A條及第3.21條。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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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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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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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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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審核委員會由3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葛根祥先生、林敬新博士及霍震南先生，主席由霍震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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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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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

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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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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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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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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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1)

相關股份
數目 (1)、(2) 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張華強 一間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 107,655,473 – 107,655,473 33.45%

實益擁有人 3,596,000 – 3,596,000 1.12%

林敬新 實益擁有人 – 300,000 300,000 0.09%

葛根祥 實益擁有人 – 300,000 300,000 0.09%

附註：

(1) 上述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均指好倉。

(2)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其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之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中擁有

之權益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3) Pro Partner Developments Limited（「Pro Partner」）（一間由張華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

107,655,473股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4年6月30日，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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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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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獲授出，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

權被註銷。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變動詳

情如下：

姓名
授出日期
（日╱月╱年）

行使價
港元

歸屬日期
（日╱月╱年）

行使期間
（日╱月╱年）

購股權數目

於
01/01/2014 授出 行使 失效

於
30/06/2014

董事
王秀力 
（於2014年 
4月25日辭任）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1,056,000 – – 1,056,000 –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1,056,000 – – 1,056,000 –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88,000 – – 1,088,000 –

3,200,000 – – 3,200,000 –

黎明 
（於2014年 
5月23日退任）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99,000 – –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99,000 – –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102,000 – –

300,000 – 300,000 – –

林敬新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 – 99,000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 – 99,000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 – 102,000

300,000 – – –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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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姓名
授出日期
（日╱月╱年）

行使價
港元

歸屬日期
（日╱月╱年）

行使期間
（日╱月╱年）

購股權數目

於
01/01/2014 授出 行使 失效

於
30/06/2014

董事（續）
葛根祥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 – 99,000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 – 99,000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 – 102,000

300,000 – – – 300,000

小計 4,100,000 – 300,000 3,200,000 600,000

合資格僱員 (1)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 99,000 –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 99,000 –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 102,000 –

小計 300,000 – – 300,000 –

合計 4,400,000 – 300,000 3,500,000 600,000

附註：

(1) 合資格僱員乃按照《僱傭條例》所指屬於「連續性合約」之僱傭合約工作的僱員。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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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權益

於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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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

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1)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張華強 (2) 實益擁有人及一間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111,251,473 34.57%

詹培忠 (3) 一間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40,300,000 12.52%

David Michael Webb(4) 實益擁有人及一間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29,164,000 9.06%

附註：

(1) 上述股份權益均指好倉。

(2) Pro Partner（一間由張華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107,655,473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

華強先生被視為於所有Pro Partner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連同張華強先生實益擁有之3,596,000股股

份，張華強先生被視為於111,251,473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股份已計入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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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所載張華強先生之權益披露中。

(3) 由詹培忠先生全資擁有的Golden Mount Ltd.,持有40,300,000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詹培忠先

生被視為於Golden Mount Ltd.,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4) David Michael Webb先生全資擁有之Prefe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持有21,061,000股股份。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David Michael Webb先生被視為於所有Prefe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持有之股份中

擁有權益。連同David Michael Webb先生實益擁有之8,103,000股股份，David Michael Webb先生被視

為於29,164,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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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權益（續）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4年6月30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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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3分

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新董事資料

於回顧期內，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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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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審閱載於第15至第35頁之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2014年6月30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

日止6個月期間有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

解釋性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必須按照其相關條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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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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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我們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工作之結果，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

出結論，並按照雙方協定之委聘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一個團體）呈報。除此以外，我們

之報告不可作其他用途。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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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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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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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續）
 

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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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之審閱工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項導致我們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

大方面未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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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250,912 194,671

銷售成本 (229,783) (187,289)

毛利 21,129 7,382

其他收入 539 16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99) (1,490)

行政開支 (13,781) (9,179)

研究及開發開支 (1,479) (1,21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74 (589)

除稅前溢利（虧損） 5,183 (4,926)

所得稅開支 4 (1,105) (202)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虧損） 6 4,078 (5,12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5 2,297 5,149

期內溢利 6,375 2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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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574) 1,53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801 1,554

每股盈利（虧損） 8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1.98 0.01

攤薄（港仙） 1.98 0.0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1.27 (1.59)

攤薄（港仙） 1.2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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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5,718 16,887

會所會籍 978 978

租金按金 643 649

17,339 18,514

流動資產
存貨 35,429 46,864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191,793 137,3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4,591 50,407

391,813 234,624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5 – 367,013

391,813 601,63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142,725 147,682

稅項負債 838 598

143,563 148,280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有關負債 5 – 210,089

143,563 358,369

流動資產淨值 248,250 243,2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5,589 261,78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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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4年6月30日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218 3,215

儲備 261,534 257,730

權益總額 264,752 260,94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37 837

265,589 26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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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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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3年1月1日（經審核） 3,215 89,714 4,950 1,527 2,113 1,181 152,874 255,574
 
期內溢利 – – – – – – 21 2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1,533 – – 1,53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533 – 21 1,554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付款 – – – – – 55 – 55
 
於2013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215 89,714 4,950 1,527 3,646 1,236 152,895 257,183
 
2014年1月1日（經審核） 3,215 89,714 4,950 1,737 5,005 1,292 155,032 260,945
 
期內溢利 – – – – – – 6,375 6,37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574) – – (57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574) – 6,375 5,801
 
出售附屬公司 – – – – (2,273) – – (2,273)
購股權行使 3 364 – – – (88) – 279
購股權失效 – – – – – (1,027) 1,027 –
 
於201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218 90,078 4,950 1,737 2,158 177 162,434 264,752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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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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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 35,958

投資活動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37,995 –

已收利息 717 43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5) (2,529)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6,587 (2,486)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279 –

償還銀行借貸 – (15,000)

已付利息 – (2)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79 (15,00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61,378 18,470

匯率變動影響 (489) 3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3,702 87,42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64,591 105,92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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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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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於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決定出售其於耳機及揚聲器系統分部（定義見

附註3）之權益並轉向專注揚聲器單位分部（定義見附註3）。耳機及揚聲器系統分部
已終止經營並於本集團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呈列為已終

止經營業務。因此，於編製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簡

明綜合損益表及有關披露附註中的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反映將耳機及揚聲器系

統分部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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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遵

循者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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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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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 

（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財務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上述新詮釋及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呈報之金額及╱或載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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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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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過往期間擁有兩個經營分部：

• 耳機及揚聲器系統分部：製造及買賣無線及有線耳機以及便攜式及固定式揚

聲器系統。

• 揚聲器單位分部：製造及買賣用於汽車、平面電視機及音響之揚聲器以及雜

件及配件銷售。

誠如附註5所披露，於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耳機及揚聲器系統分部終止經營

後，本集團一直僅以一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進行經營。

就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定

期審閱分部收益及業績。過往期間的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應佔的溢利（虧損），而並

無分配若干收入及行政開支。就本年度而言，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起於本期間期初

作為分類收益的綜合收益及作為分類業績的除稅前綜合溢利。因此，於本中期期間

及過往中期期間，概無呈報進一步分部資料。



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中期報告

2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4. 所得稅開支－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即期稅項

香港 695 50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410 29

1,105 538

期內遞延稅項 – (336)

期內所得稅開支 1,105 202

兩個期間之香港利得稅均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

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為2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詳細實施規則，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國附屬公司分派

賺取之溢利時須繳付預扣稅。期內，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未分配盈利之預扣稅之遞

延稅項負債已按適用稅率5%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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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13年11月18日，本集團與Metro Star Investments Limited（由本公司主要股

東、執行董事兼主席張華強先生100%實益擁有）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本集團附

屬公司泰升實業有限公司（「泰升集團」或「出售集團」）的100%股本權益，代價為

122,200,000港元（「出售事項」），而泰升集團從事製造及買賣耳機及揚聲器系統。

出售事項於2014年2月28日完成，本集團於當日失去對出售集團的控制權。因此，

本集團的耳機及揚聲器製造及買賣業務被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而過往期間業績已

經重列。

當前及先前中期期間的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溢利分析如下：

截至2014年
2月28日
止2個月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溢利 (2,970) 5,149

出售泰升集團的收益，扣除交易成本 5,267 –

2,297 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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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當前及先前中期期間的耳機及揚聲器系統業務的業績如下：

截至2014年
2月28日
止2個月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83,320 278,227

銷售成本 (74,322) (237,334)

其他收入 232 26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08) (4,510)

行政開支 (7,177) (19,729)

研究及開發開支 (3,181) (6,399)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 – (3,298)

其他收益及虧損 (69) (2,068)

融資成本 – (2)

除稅前（虧損）溢利 (2,605) 5,149

所得稅開支 (365) –

期內（虧損）溢利 (2,970) 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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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於出售日期之出售集團之資產淨值如下：

於2014年

2月28日

千港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附註） 118,373

重新分類累計換算儲備 (2,273)

116,100

直接與出售有關的交易成本 833

出售收益，扣除交易成本 5,267

總代價 122,200

由以下方式支付：

現金 122,200

出售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總額 122,200

減：已付交易成本 (833)

減：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83,372)

37,995

附註：  於2014年2月28日泰升集團應付本集團的款項約44,390,000港元乃計入已出售資產淨值，並須

由泰升集團於2014年2月28日起6個月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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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出售附屬公司（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本期間及去年中期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如下：

截至2014年
2月28日
止2個月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6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8,990 33,84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807 (3,186)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15,000)

現金流量淨額 30,077 15,662

6. 期內溢利（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虧損）乃 

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折舊 2,438 2,630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94 (589)

存貨撇減撥回（計入銷售成本） (43) (1,368)

以股份形式支付之開支 – 15

利息收入 (5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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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7. 股息

於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宣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已決定，於有關中期

期間將概無派付任何股息。

8. 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375 21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1,634 321,545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設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附註13）授出的購股權，因為
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於該兩個期間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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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8. 每股盈利（虧損）（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盈利數據乃計算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375 21

減：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2,297) (5,149)

就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而言之溢利（虧損） 4,078 (5,12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0.71港仙（2013年6月30日：每

股2.00港仙）乃基於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約2,297,000港元（2013年6月30日：

5,149,000港元）及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時採用之分母。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費用約2,125,000港元（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2,655,000港元）。



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中期報告

3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10.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i） 137,841 128,520

應收泰升集團款項（附註ii） 48,545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407 8,833

191,793 137,353

附註：

(i)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90日之信貸期，並可根據客戶與本集團之交易額及結算方式，

進一步延長指定客戶之信貸期。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以下分析並不包

括該等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一部份。概無呆賬撥備已於兩個期間確認。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9,357 54,600

31至60日 39,864 34,381

61至90日 43,490 38,854

91至120日 7,241 419

120日以上 7,889 266

137,841 128,520

(ii) 應收泰升集團款項包括就銷售成品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技術服務費約5,074,000港元（2013

年12月31日：零港元），信貸期為90日。於2014年6月30日，多數款項賬齡少於90日。餘額約

43,471,000港元（2013年12月31日：零港元）屬非貿易性質，並可於2014年2月28日起6個月內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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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1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以下分析並不包括該等已分

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部分。

2014年
6月30日

2013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1,776 37,986

31至60日 40,370 43,476

61至90日 34,342 30,367

91至120日 21,485 22,234

120日以上 3,913 2,347

131,886 136,410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6月30日 500,000,000 5,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3年12月31日 321,545,564 3,215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300,000 3

於2014年6月30日 321,845,564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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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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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令本

公司能夠向經選定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向本集團作出貢獻的獎勵或

回報。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可予發行之普通股總數合共不得超逾32,154,556

股普通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10%。所授出購股權的歸屬期間及可行使

期間由本公司董事會於授出日期釐定，並無購股權可於授出日期起10年後行使。

下表披露董事及僱員於當前及過往期間所持購股權的變動：

由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間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歸屬日期 可行使期間
於2014年

1月1日 已行使 已沒收
於2014年

6月30日
港元

董事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1,353,000 (99,000) (1,056,000) 198,000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1,353,000 (99,000) (1,056,000) 198,000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394,000 (102,000) (1,088,000) 104,000 

4,100,000 (300,000) (3,200,000) 600,000

僱員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99,000) –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99,000) –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102,000) –

300,000 – (3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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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13. 購股權計劃（續）

由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間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歸屬日期 可行使期間
於2013年

1月1日 已行使 已沒收
於2013年

6月30日
港元

董事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1,353,000 – – 1,353,000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1,353,000 – - 1,353,000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394,000 – - 1,394,000 

4,100,000 – – 4,100,000

僱員 28/12/2010 0.93 15/01/2012 15/01/2012 – 
27/12/2020

99,000 – - 99,000

15/01/2013 15/01/2013 – 
27/12/2020

99,000 – – 99,000  

15/01/2014 15/01/2014 – 
27/12/2020

102,000 – – 102,000 

300,000 – – 300,000

於本中期期間，3,500,000份購股權因董事及數名僱員辭任而於歸屬期間後沒收。

當購股權於歸屬日期後沒收時，先前於損益扣除的金額乃轉撥至保留溢利，並對購

股權儲備作出相應調整。於本中期期間，約1,027,000港元因沒收購股權而計入保留

溢利（2013年6月30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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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14. 資本承擔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承擔（2013年12月31日：129,000港元）。

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關連人士名稱 交易性質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及主要管理層 薪金及其他福利 3,054 4,6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3 77

以股份形式支付開支 – 55

3,097 4,783

泰升集團（附註） 技術服務收入 1,967 –

償付行政支持服務開支 1,510 –

銷售貨品 9,340 –

附註：  該款項指出售事項後與泰升集團之交易。泰升集團為本公司前附屬公司，現為本集團的關連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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