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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SHENZHEN HIGH-TECH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深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8,411 12,587
銷售成本及服務成本 (2,289) (7,698)
待售物業準備 (33,962) –

（虧損毛額）溢利毛額 (27,840) 4,889
其他收益 2,405 794
銷售及分銷成本 (8,909) (1,913)
行政開支 (15,133) (15,99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4,709) (34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2) (2,435)

除稅前虧損 4 (74,258) (15,008)
稅項 5 (2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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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74,281) (15,120)

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6 (584) (92)

期間虧損 (74,865) (15,212)

供分配予：
本公司股東 (74,865) (15,095)
少數股東權益 – (117)

(74,865) (15,212)

每股虧損－基本 7

持續經營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0.494港仙) (0.105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 (0.490港仙) (0.105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115,000 115,0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27,221 35,057
預付租賃款項 3,950 4,000
於聯營公司權益 93,257 117,966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3,012 13,084
證券投資 10 4,808 4,808
遞延稅項資產 – 5,731

257,248 29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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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11 264,000 297,962
存貨 70 76,707
應收賬款 12 – 84,259
其他應收款項 2,569 25,805
預付租賃款項 100 1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1,816 22,716
應收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1,962 4,166
授予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16,175 15,610
持有作買賣之投資 218 208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65,623 122,693

482,533 650,226
分類為持有作銷售之資產 6 183,267 –

665,800 650,22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 52,002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54,574 106,279
應付稅項 2,484 5,618

57,058 163,899
分類為持有作銷售資產之相關負債 6 75,208 –

132,266 163,899

流動資產淨值 533,534 486,327

資產淨值 790,782 781,9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2,233 143,533
儲備 618,549 638,440

權益總額 790,782 78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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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
財務報表的審閱」進行審閱，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中
期報告內。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有關適用之披露
要求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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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已就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證券投資作出修
訂。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為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年中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當日
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現行及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編製
及呈列方式沒有重大影響。因此，不需要作任何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採納
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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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脹經
第7號 濟中的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4

第9號

1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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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信息

業務分類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劃分為以下兩個主要經營部門：

－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

－ 物業投資、發展及買賣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已簽訂一份協議出售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
業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非持續經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務

高科
技電腦及

物業投資、 服務器製造
發展及買賣 其他* 抵銷 總額 及相關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655 756 – 8,411 121,101 129,512
跨部門銷售 – 1,562 (1,562) – – –

合計 7,655 2,318 (1,562) 8,411 121,101 129,512

分部業績 (41,261) (245) (1,562) (43,068) (226) (39) (43,333)

未分配其他收入 2,218 76 2,294
未分配企業開支 (8,627) – (8,627)
財務成本 – – – – (39) 39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7,886) 3,177 – (24,709) – (24,70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72) – (72) – (72)

除稅前虧損 (74,258) (189) (74,447)
稅項 (23) (395) (418)

期間虧損 (74,281) (584) (7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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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非持續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高科
技電腦及

物業投資、 服務器製造
發展及買賣 其他* 抵銷 總額 及相關業務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457 6,130 – 12,587 108,637 121,224
跨部門銷售 – 859 (859) – – –

合計 6,457 6,989 (859) 12,587 108,637 121,224

分部業績 2,276 (2,277) (859) (860) 56 (160) (964)

未分配其他收入 557 83 64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922) – (11,922)
財務成本 – – – – (179) 160 (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63) 1,615 – (348) – (34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2,435) – (2,435) – (2,435)

除稅前虧損 (15,008) (40) (15,048)
稅項 (112) (52) (164)

期間虧損 (15,120) (92) (15,212)

* 分部包括數碼相機銷售及相關業務分部，該分部之前分類為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
造及相關業務分部之一部分。

附註：跨部門銷售按當時市價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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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以下各項：

呆壞賬準備 – 766 – – – 766
存貨準備 196 1,636 – – 196 1,63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準備 2,942 – – – 2,942 –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50 50 – – 50 50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194 1,317 1,207 1,044 2,401 2,361
待售物業之變現淨值下跌 33,962 – – – 33,962 –
持作買賣投資未變現
持有虧損淨額 – 661 – – – 661

並已計入以下各項：

租金收入毛額 4,563 3,749 – – 4,563 3,749
減：支銷 (1,522 ) (1,187 ) – – (1,522 ) (1,187 )

租金收入淨額 3,041 2,562 – – 3,041 2,562

銀行利息收入 1,724 557 76 83 1,800 640
貸款利息收入 565 368 – – 565 368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上升 10 – – – 10 –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於本期間之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23 112 395 52 418 164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從香港賺取之應課稅溢利，故沒有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本
集團已就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經營所賺取之應課稅溢利，根據當地之現行法律、詮釋及慣
例，按當地稅率計算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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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未確定能否收回潛在遞延稅項資產，故並無確認有關稅項虧損及部份附屬公司之其他
可予扣減暫時差額之遞延稅項資產。

6. 非持續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天津曙光計算機產業有限公司已簽訂協議，以人民
幣95,000,000元（約相等於91,346,000港元） 的總代價出售其於北京曙光天演信息技術有
限公司及曙光信息產業（北京）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以及其於北京曙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之全部權益中之62.5%。該三家公司均從事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北京曙
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將成為本集團擁有20.6%權益之聯營公司。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該出售事項還未完成。屬於該生產線的資產及負債已分類為一個持有
作銷售之出售集團並獨立呈列於資產負債表，預期將於十二個月內售出。

北京曙光天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及北京曙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應付予持續經營業務集團
之款項約為23,414,000港元，有關款項已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抵銷。持續經營業務集團將
會確認有關款項為出售北京曙光天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時之應收第三者款項，以及出售北
京曙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時之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1,101 108,637
銷售成本 (92,091) (87,997)

溢利毛額 29,010 20,640
其他收益 983 4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266) (14,730)
行政開支 (10,877) (6,194)
財務成本 (39) (179)

除稅前虧損 (189) (40)
稅項 (395) (52)

期間虧損 (58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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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出售集團之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已分類為持有作銷售）呈列如下：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6,817
遞延稅項資產 5,731
存貨 104,294
應收賬款 37,978
其他應收款項 18,207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0,240

已分類為持有作銷售之資產總值 183,267

應付賬款 35,943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訂金及應計費用 36,712
應付稅項 2,553

75,208

108,059
於綜合入賬時抵銷的應付持續經營業務集團款項 23,414

出售集團的淨資產 84,645

預期該出售事項所得款將會高於有關資產及負債於出售日期的賬面淨值；因此，無須為分
類為持有作銷售的業務確認任何減值虧損。

非持續經營業務於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量淨額動用約32,00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12,585,000港元）及於投資業務動用66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1,64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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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為每股基本虧損目的所用之虧損 (74,865) (15,09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數目

為每股基本虧損目的所用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5,161,984,788 14,353,310,75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間虧損 (74,865) (15,095)
減：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溢利，

已扣除少數股東權益 (584) 25

為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
目的之虧損 (74,281) (15,120)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0.004港仙（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0.001港仙）乃根據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58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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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會導致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該等期間內之每股攤薄虧損時假設有關購股權並未行使。

8.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香港）有限
公司按公開市值進行估值。

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期間內，本集團動用約1,87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1,989,000港元）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證券投資

該款相當於中國之非上市債務證券。證券投資之實際年利率為5.25%。董事認為該等證券
投資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待售物業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為待售物業準備33,962,000港元，並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記入銷
售及服務成本。

12. 應收賬款

本集團內部設有明確之信貸政策，一般信貸期為一至三個月，惟若干已建立良好業務關係
之客戶享有最長一年之信貸期。每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清償
之應收款項，以盡量降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過期結餘。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減準備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 50,657
31至90日 – 10,352
91至180日 – 12,174
181至365日 – 6,689
超過365日 – 4,387

– 8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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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 33,602
31至90日 – 10,152
91至180日 – 5,867
181至365日 – 1,251
超過365日 – 1,130

– 52,00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約為8,41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約12,587,000港元減少約33.2%；本集團之非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
約為121,10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約108,637,000港元增加約11.4%。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持續經營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毛額虧損約
27,84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同期：溢利毛額約4,889,000港元）；今年上半年之持續經
營業務出現毛額虧損主要是本集團為受著國內宏觀調控影響之待售物業作出了約
33,962,000港元之撥備。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非持續經營業務溢
利毛額約29,010,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為約20,640,000港元。

回顧期內，本公司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綜合虧損約74,86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同
期：虧損約15,212,000港元），其中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74,281,000港元及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58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同期：持續經營業務虧損約為
15,120,000港元及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92,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調整了對推銷國內房地產的營運策略，預期下半年的業務推銷開支大幅
減少；同時，本公司已因應現階段宏調的影響認真地為國內待售物業作出了充份之準
備，預計於2006年下半年本集團為待售物業再作準備的機會大幅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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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房地產業務

集團目前投資的主要房地產項目包括北京的高檔公寓項目順景園和深圳的工商用途
物業曙光大廈。

順景園項目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為歐式大戶型豪華公寓，目標客戶為高端客戶。國家
在對高檔住宅的調控政策，對順景園項目產生了影響。面對這些不利的外部條件，集
團著重做好項目的基礎工作，對項目細節嚴格要求，不斷完善，等待市場時機的好轉；
同時調整了銷售代理隊伍及策略以達致最佳之經濟效益。

2006年上半年集團對深圳曙光大廈的經營管理也進行了調整和整合。一是最大可能
保持較高的出租率；二是盡可能在談判新租約時，按照市場水平適時提高租金，增加
收入；三是加強內部管理，減少人員及各方面開支，進一步提高規範管理的水平之同
時亦提高經濟效益。全年上半年實現租賃及管理費用收入約為7,655,000港元，比上年
同期增長19%。

本集團將會繼續強化曙光大廈管理質素，與客戶維繫良好合作關係，使曙光大廈繼續
成為高質素之商廈，確保曙光大廈之租金維持在高水平。預計下半年大廈將可達到百
份之百的出租率，租金收入穩定。儘管如此，公司仍會繼續努力增收節支，以提高曙光
大廈之盈利收益。

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製造及相關業務

曙光信息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三間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曙光信息產業集團有限
公司、曙光信息產業（深圳）有限公司及深科高新實業（深圳）有限公司（作為轉讓方）
與天津曙光計算機產業有限公司（作為受讓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轉讓方同
意出售北京曙光天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曙光信息產業（北京）有限公司
之全部權益，以及北京曙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公司」）之62.5%權益（「出售事
項」），總代價為人民幣95,000,000元（約相等於91,346,154港元）。 本集團出售有關權
益，乃鑒於（一）本公司尚未與過往曾向轉讓方就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發展提供技術
支持之中國科學院，就新型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之未來發展達成任何有關技術支持
及所有權之協議；及（二）本公司同時預計，發展迅速、產品使用週期較短及資本密集
之高科技電腦及服務器市場的未來發展將會產生巨額費用，而未來新開發產品之前
景並不明朗，不足以支持此類投資，本公司決定精簡其業務，並重新分配資源，發展更
穩定、增長潛力更佳及風險相對更低之新項目，因此進行出售事項。 有關出售事項之
詳情已刊載于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寄發予本公司所有股東的通函（「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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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就出售事項本集團收到人民幣28,500,000元（約相等於
27,403,846港元），為總代價之30%，餘款將按通函「條件」一節所訂明之條件下由受
讓方支付予轉讓方。 出售事項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
會上由本公司之股東投票通過。 本集團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根據股權轉
讓協議所約定的條款，收到第二期轉讓價款人民幣38,000,000元（約相等於  36,538,461
港元），為總代價之40%。

於今年一月至六月份，出售公司之銷售總額由去年同期約108,637,000港元，增加至約
121,101,000港元，上升約11.4%。今年上半年除稅後虧損約為584,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虧損約92,000港元，虧損增加約492,000港元。

晶科信息

武漢晶科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晶科信息」）主要從事各類電子產品所需的石英晶體
頻率片（半成品）、諧振器（成品），SMD和相關器件的生產。繼去年下半年經營開始
好轉後，晶科信息今年上半年的經營繼續好轉，生產和銷售均創了歷史最好水平。2006
年1至6月份共生產各類石英諧振器達約1,323萬隻，銷售各類石英晶體約1,354萬隻。
上半年銷售收入為約1,116萬港元，比上年同期增長約72%。

上半年晶科信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對產品結構進行了調整，主要爭取小公差和附
加值較高的訂單，儘量將普通要求的訂單外判生產，最大程度發揮自身的生產優勢。
上半年組織了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評審工作，針對糾正預防措施，以達到持續改進
的目的，並在全公司組織學習有效加強對生產環節的控制。公司亦十分重視人力資源
結構及培訓，組織員工加強以品質管理為核心的培訓，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

晶科信息的經營增長仍然是在低水平上實現的增長，公司在發展上，仍面臨一些障礙。
一是由於生產設備存在生產瓶頸，制約了成品和半成品的生產發展速度；二是產品結
構中成品和SMD線生產能力不足，不具備規模優勢，半成品的設計生產能力不均衡，
影響生產連續性；三是資金較為緊張，加之設備改造、物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加重了公
司的資金流轉能力。

下半年晶科信息將進一步做好市場及產品定位，優化客戶結構，保持公司持續盈利能
力。同時要長久不懈抓好內部管理，繼續完善內部機構調整工作，落實好質量管理體
系的相關要求，加強人員培訓，完善科學管理。晶科信息目前市場銷售形勢較好，而影
響其發展的關鍵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設備瓶頸和產品結構的問題。需要逐步積累
資金解決設備改造問題。

雲南綠大地

雲南綠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綠大地公司」）為集團參股企業，佔股20%，
主要從事園林花卉的苗木銷售、設計及工程承包，為全國少數幾家擁有園林工程一級
資質的企業。2006年上半年綠大地公司在業務方面，著重抓了承接的幾個大項目的施
工、驗收和收款工作，同時調整公司策略，裁減了經營效益不理想的分支機構。同時隨
著國內證券市場重新開始發行新股，綠大地公司加快了在國內上市的步伐，正在抓緊
補充材料，望能為業務之發展開創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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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下半年綠大地公司工作重點將是爭取發行新股並上市。由於國內新股上市政
策變化很快，新股發行節奏時快時慢，加之國內證券市場並不很穩定，綠大地公司能
否順利發行新股並上市，仍有一些不確定。集團將跟進並在必要時予以適當協助。

財資管理

在財務資源管理方面，為提升流動資產之回報，本集團分散其投資組合至更多不同種
類之流動及可變現有償資產，包括證券。 同時，本集團亦已制定一個積極而謹慎之財
資管理政策，在可接受之風險水平內，不斷尋求適當之投資目標。

集團現時手頭現金充裕，將積極尋找新的投資項目。目前集團並未鎖定何種行業作為
投資選擇，而是採取多方探討研究的態度，以優良回報、管理規範，回避風險作為選擇
新投資項目的基本條件，在多個行業做初步的探討。新拓展業務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
穩步推進：一是穩定回報的基礎產業類項目，現金回流穩定，管理簡單，能夠成為支撐
公司之基柱；二是房地產類項目，集團目前在房地產行業已積累了一定經驗，應對住
宅、商業地產、土地一級開發、酒店等多種開發形態進行探討，在充分分析其前景和可
行性，考慮風險因素後實施；三是可以選擇一些一至二年即可上市的企業，適當參股，
並協助其上市。

本公司在過去幾年積極整頓經營效益不理想的業務以減少經營虧損，對本集團的人
力資源架構進行整合以降低人力資源開支，也對質素不良的資產認真地作出撥備或
減值。 在多管齊下，管理層認為已具備實現經營溢利的條件，並預計2006年下半年的
經營狀況轉趨理想，為來年打開扭虧為盈的局面，打下穩實的基礎。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充裕，財務狀況穩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
行存款總額維持在約165,62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2,693,000港
元）之水平。於期內，約10,240,000港元之銀行及現金結存根據刊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向股東發出通函的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出售事項」）重新分類為「持有
作銷售資產」。本集團嚴格執行應收貨款之信貸管理，以確保營運資金充裕。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應收賬款結餘（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84,259,000港元），應收賬款減少主原因是根據「出售事項」將約37,978,000港元重新
分類至「持有作銷售資產」。包括「分類為持有作銷售之資產」約183,267,000港元及「分
類為持有作銷售資產之相關負債」約75,208,000港元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流動比率為5.03，而二零零五年底為3.97。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為計算基準）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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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及所得款用途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訂立之配售協議，本公司以每股0.03港元之價格發
行合共2,87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獨立第三方。扣除
有關開支後股份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84,000,000港元。 是次配售股份之其他詳情
刊載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刊發之通告。

除下述者外，本公司已將配售新股所得款項運用於指定用途：

(i) 其中約30,000,000港元準備用於本集團「曙光」品牌之服務器業務運營。由於於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批准「出售事項」，該
30,000,000港元還未動用，但已保留作其他投資用途；及

(ii) 其中約10,000,000港元準備用於晶科信息於生產設施及設備之資本投資進行融
資，該款項還未動用，但已預留作該用途。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無為獲得一般銀行融資或短期貸款而抵押
資產及銀行存款。

僱員薪酬及褔利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共聘用約700名管理、行政、技術及生
產員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00名）。 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表現
及專業經驗釐定僱員之酬金、晉昇及薪酬調整幅度。在香港之全體僱員及執行董事均
已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僱員褔利包括本集團董事會授出之購股權。

外匯及外幣風險

由於所得之收入以及購買材料、零件及設備之貨款和薪金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故
毋須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而本集團之匯率變動風險亦較低。 在回顧期內，
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對沖活動。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
結餘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主要幣值。

非常重大的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集團三間全資附屬公司（為轉讓方）與天津曙光計算
機產業有限公司（為受讓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轉讓方同意出售北京曙光天
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曙光信息產業（北京）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以及
北京曙光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之62.5%權益予受讓方，總代價為人民幣95,000,000元（約
相等於91,346,154港元）。有關是次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之其他詳情刊載於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向股東發出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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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沒有參與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向國內一家銀行作出擔保，作為其向本集團一家
共同控制實體授出人民幣8,000,000元（約相等於7,54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8,000,000元（約相等於7,547,000港元））之銀行授信之抵押，該家共
同控制實體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全數清還該銀行授信。 除上述外，於結算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的或然負債。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購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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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之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根據本公司對全體董事所作之具體查詢，全體
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彼等均符合標準守則之規
定。

公司管治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關於董
事的服務任期之規定。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現有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概無指定任期，此項規則偏離守則的守則條文A.4.1
的規定。然而，所有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均受本公司章程細則之細則第
87條退任條文規限。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
會低於守則所訂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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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廖醒標先生、李國精先生及莊
嘉俐小姐。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查本公司的財政㶅報程式、內部監控運作
及本集團業績。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閱未
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包含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及刊載於聯交所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聰德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聰德先生及謝錦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文俊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國精先生，廖醒標先生以及莊嘉俐小姐。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