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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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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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 ICT HOLDINGS LIMITED
芯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65）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芯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的全年業績如下：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收入及證券投資收益 4 322,981 270,560

營業成本 (181,152) (136,078)
  

毛利及證券投資收益 141,829 134,482

其他收益 6 23,064 11,706

其他利得，淨額 7 5,097 3,724

分銷費用 (51,102) (47,559)

行政費用 (76,351) (67,657)

應收賑款及應收票據之預期信貸損失撥回╱（計提） 703 (910)
  

經營利潤 43,240 3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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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8 2,280 463

財務費用 8 (10,645) (18,617)
  

財務費用，淨額 8 (8,365) (18,154)
  

於聯營公司經營成果所佔份額 2,285 9,617

於合資企業經營成果所佔份額 588 —

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8,668 —
  

除所得稅稅前利潤 46,416 25,249

所得稅費用 9 (8,134) (5,599)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年內利潤 38,282 19,650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額 1,093 218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年內綜合收益 39,375 19,868
  

每股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的每股盈利 2.63港仙 1.3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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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414 73,146

投資性房地產 26,806 26,943

使用權資產 19,939 27,290

無形資產 23,615 22,28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278 247,684

於合資企業的權益 9,167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143 —

遞延所得稅資產 3,575 9,57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 — 4,904
  

164,937 411,826
  

流動資產
存貨 48,605 35,227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12 236,922 145,90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89 43,6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8,462 116,609
  

594,678 341,380
  

資產總額 759,615 753,206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145,500 145,500

股份溢價 95,240 95,240

其他儲備 33,266 610,114

累計盈餘╱（虧損） 74,583 (541,640)
  

權益總額 348,589 30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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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 92,103

租賃負債 1,757 8,357

遞延收益 1,028 1,1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7,249 6,966
  

10,034 108,589
  

流動負債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13 271,863 111,316

合同負債 14,437 56,097

短期借款 94,982 1,899

租賃負債 9,388 10,360

應付所得稅項 10,322 13,164

可轉股債券 — 142,567
  

400,992 335,403
  

負債總額 411,026 443,992
  

權益及負債總額 759,615 753,206
  

淨流動資產 193,686 5,9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8,623 417,803
  



5

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號環球貿易廣場 69樓 02-03室。本公司

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表面貼裝技術裝備製造以及證券投資。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為芯鼎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最終控

股股東為中青芯鑫（蘇州工業園區）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為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以港幣列報（除非另有說明）。

合併財務報表經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授權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和香港普遍接受的會計原則規定編製。

合併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的年度期間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了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利率基礎改革－第二階段

採納該等修改並未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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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b) 尚未生效的已頒布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在合併財務報表授權批准日，若干已頒布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公佈，但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財務年度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參考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出售或提供資產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及香港詮釋第 5號（二零二零年）

 的相關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聲明第 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之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與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延稅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 繁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1

會計指引第 5號（經修訂） 就共同控制合併採納合併會計法 4

1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3 生效日期尚未確定
4 對收購╱合併日期為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第一個年度期初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共同控制

  合併生效
5 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上述準則將於頒布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納入本集團會計政策。此等已頒布及修訂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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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收入及證券投資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於附註 1披露。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呈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工業產品的生產與銷售 308,837 233,784

－提供行政服務 — 498
  

308,837 234,282
  

其他來源的收入

－上市公司股權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的已實現和未實現收益 14,144 36,278
  

322,981 270,560

  

收入確認的時間

－於一個時點 308,837 233,784

－於一段時間 — 498
  

308,837 234,282

  

地理市場

－中國，不包括香港 304,418 227,944

－中國香港 4,419 6,338
  

308,837 23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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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信息

執行董事為本集團的主要決策者。管理層根據執行董事審議用於分配資源和評估表現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年度之報告分部包含以下兩項：

(1) 工業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及

(2) 證券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信息呈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工業產品的

生產與銷售 證券投資 未分配項目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客戶收入 308,837 14,144 — 322,981
    

分部毛利 127,861 13,968 — 141,829

其他收益 18,690 — 4,374 23,064

其他利得，淨額 2,458 — 2,639 5,097

分銷費用 (51,102) — — (51,102)

行政費用 (60,728) (11,114) (4,509) (76,351)

應收賑款及應收票據之

 預期信貸損失撥回 703 — — 703

財務收益 1,694 — 586 2,280

財務費用 (4,586) — (6,059) (10,645)

於聯營公司經營成果所佔份額 — — 2,285 2,285

於合資企業經營成果所佔份額 — — 588 588

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 — 8,668 8,668
    

除所得稅稅前利潤 34,990 2,854 8,572 4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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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信息（續）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工業產品的

生產與銷售 證券投資 未分配項目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總資產 540,398 4,141 215,076 759,615
    

分部總負債 398,955 40 12,031 411,026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信息呈列如下：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工業產品的

生產與銷售 證券投資 未分配項目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客戶收入 233,784 36,278 498 270,560

    

分部毛利 98,386 35,598 498 134,482

其他收益 11,004 — 702 11,706

其他利得╱（虧損），淨額 3,759 — (35) 3,724

分銷費用 (47,559) — — (47,559)

行政費用 (49,271) (12,050) (6,336) (67,657)

應收賑款及應收票據之預期信貸損失計提 (910) — — (910)

財務收益 286 — 177 463

財務費用 (5,755) (5) (12,857) (18,617)

於聯營公司經營成果所佔份額 — — 9,617 9,617
    

除所得稅稅前利潤╱（虧損） 9,940 23,543 (8,234) 25,249

    



10

5. 分部信息（續）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工業產品的

生產與銷售 證券投資 未分配項目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總資產 382,607 53,234 317,365 753,206

    

分部總負債 277,900 40 166,052 443,992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除 (i)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若干使用權資產、若干其他應收款以及若干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以作行政用途；(ii)於聯營公司的權益；(iii)於合資企業中的權益；(iv)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並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及 (v)其他非流動資產；及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除若干租賃負債、若干應付所得稅項及若干其他應付款以作行政用途。

6. 其他收益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收入來自

－投資物業 7,409 4,620

－包括在物業、廠房及設備中的車輛 240 276

－使用權資產 3,723 —
  

11,372 4,896

政府補助 7,246 6,573

代理費收入 3,649 —

提供行政服務之收入 651 —

銷售廢料收入 146 237
  

23,064 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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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利得╱（虧損），淨額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匯兌損益 4,972 3,173

賠償收入 92 126

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非上市股權投資未實現公允價值收益 89 —

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960) 2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 (237)

其他 905 398
  

5,097 3,724

  

8. 財務費用，淨額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280 463
  

財務費用：

－銀行借款利息費用 4,480 4,941

－可轉股債券的利息費用 5,433 12,589

－租賃負債的財務費用 732 1,087
  

10,645 18,617
  

財務費用，淨額 8,365 1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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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費用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07 3,111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1,524) —
  

1,883 3,111

遞延所得稅 6,251 2,488
  

8,134 5,599

  

10. 每股盈利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基本及攤薄的每股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計算基本及攤薄的每股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年內利潤） 38,282 19,650

  

股數

以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為目的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千計） 1,445,000 1,455,000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假設兌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轉股債券

將會導致期內每股盈利增加，故在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攤

薄每股盈利，並無考慮尚未行使之可轉股債券已獲行使。

11.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派發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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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部分

其他非流動資產

－按金 — 4,904

  

流動部分

應收賑款 61,847 92,363

應收票據 8,823 7,62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70,670 99,990

減：應收賑款及應收票據之預期信貸損失 (5,138) (5,71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65,532 94,275

預付款項 2,723 50,23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68,667 1,395
  

236,922 145,909

  

本集團部分銷售以承兌匯票或付款憑證進行，其餘款項則附有三十至九十日信貸期（二零二零年：三十至九十

日）。應收賬款及票據跟據發票日期（或收入確認日期（如果較早））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 90天 32,357 37,027

91至 180天 20,247 28,561

180天以上 18,066 34,402
  

70,670 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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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34,248 48,181

應付職工薪酬 38,517 35,112

應付其他稅項 19,507 22,4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79,591 5,598
  

271,863 111,316

  

本集團獲供應商授出的信貸期為三十至六十日（二零二零年：三十至六十日）。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 90天 25,458 38,593

91至 120天 1,619 908

120天以上 7,171 8,680
  

34,248 48,181

  

14. 比較數字

在附註 5所披露的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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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年內，本集團主要從事SMT裝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以及證券投資業務。

二零二一年，全球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民生秩序和經濟社會活動逐步恢復，但經濟復蘇路徑

仍不清晰。中國經濟在低迷的國際環境下異軍突起，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世界銀行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佈的報告顯示，中國經濟在二零二一年前三季度增速為 9.8%，明顯高於世

界主要經濟體。雖然之後有內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和國際經濟形勢動盪等壓力掣肘，

中國內地經濟整體呈現恢復態勢，主要宏觀指標運行在合理區間，全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

8.1%，兩年平均增長 5.1%。物價和貿易出口穩定，就業市場健康，外貿投資具有吸引力，經濟運

行總體平穩。

與此同時，工業生產持續發展，高技術裝備製造業實現較快增長。二零二一年，全年全國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 9.6%，當中製造業增長 9.8%，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

18.2%、12.9%。國家統計局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公佈的製造業 PMI數據為 50.3，同月公佈的財新中

國製造業PMI數據為 50.9，兩項數據結果近似，顯示中國內地製造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延續了穩定增

長態勢，體現了行業擴張、快速發展的勢頭。

年內，本集團遵循穩健審慎的管理方針，審時度勢、把握發展機遇。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核心業務收入錄得約港幣 322,981,000元，同比上升約 19%；同時，公司整體毛利錄得

約港幣 141,829,000元，同比上升約 5%；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年內利潤大幅上升至約港幣

38,2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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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SMT裝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

製造業是國家經濟命脈所系。隨著 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更新以及與實體經濟不斷融合，場

景應用範圍逐步擴大。隨著國家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提升，消費需求、裝備需求、通信需求等相應

擴大，製造行業日趨數字化、智能化，向「中國智造」升級發展。集團因勢利導，積極關注市場和行

業動向，參與產業轉型。

本集團一貫重視專業技術，鞏固優勢、砥礪創新。年內，集團率先研發生產了行業領先的「雙電磁

泵選擇性波峰焊」，滿足了半導體行業高潔淨度和Mini LED領域高難度焊接的嚴格要求，攻破技術

難題，為客戶提供有效的焊接解決方案，實現了向「製造方案提供商」企業角色的轉型邁步。此外，

集團年內還成功研發出高精度貼合固晶設備 (Die Attach)「專用型貼合固晶機」，採用微米級精度技

術完成載板PADS貼合，實現高速度和高精度兼顧的取放 (PICK & Place)核心功能。其他重點產品

還包括近兩年在半導體行業和Mini LED等領域應用越來越多的「全程充氮回流焊」等。

與此同時，集團積極參與國家推動新型儲能發展的戰略規劃，推動企業綠色發展。年內，通過全資

附屬公司芯成科技澳門有限公司與深圳前海東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了中鑫電聯（珠海橫琴）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擔電力儲能調峰調頻電站項目的開發、建設及運營，並計劃未來進一步發展其

他新能源儲能項目及智慧能源項目，助力國家實現「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的減排目標，助力

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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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SMT裝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續）

業務表現方面，集團延續以SMT裝備製造及相關業務發展核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SMT裝備製造及相關業務板塊的年度毛利率約為 41%，同比基本持平。板塊收入亦同

比上升約港幣 75,053,000元至約港幣 308,837,000元。

產品創新方面，儘管二零二一年內全球產業鏈持續承壓，但集團仍創新推出 3項產品，包括半導體

芯片貼合固晶機設備，半導體封裝回流焊爐，以及模組式智能化多通道固化爐。集團年內共獲專利

13項，其中發明專利 3項，實用新型專利 8項，持續在專業領域鑽研深造。

市場推廣方面，本集團時刻留意行業動向，主動尋求機會接觸客戶，進行產品宣傳推廣。二零二一

年，中國內地疫情形勢受控，集團抓住時機參與了多場展會，包括在上海舉辦的SEMICON China 

2021（二零二一中國國際半導體展），第三十屆中國國際電子生產設備暨微電子工業展，以及在深

圳舉辦的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 (SCIIF)和NEPCON ASIA（亞洲電子生產設備暨微電子工業

展），積極借助展會平台與各方切磋交流、分享經驗，橫向拓寬市場範圍、密切產業鏈上下游的同

業及客戶關係，縱向提升產品端到消費端的全流程服務能力，提高公司效益，惠及股東和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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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SMT裝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續）

二零二一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

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的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數字賦能傳統產業已成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大

勢所趨。管理層相信，隨著全球技術創新的密集涌現，製造業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斷朝著自動化

和數字化方向蛻變革新。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秉持審慎穩健的經營策略，實踐產融結合的發展

思路，勠力進行技術產品創新，積極參與市場分工合作，在產業鏈中不斷優化定位，以新技術和新

思維應對全球發展大變局。

整體方針及展望

二十一世紀以來，高新技術和高科技產品頻出，日常生活電子化和智能化的趨勢可見一斑。集團核

心業務SMT裝備製造技術覆蓋 3D打印、手機芯片、汽車零件、醫療設備等多個場景，深入生活各

面。集團管理層相信，儘管近兩年的疫情對製造業的集中作業方式提出了挑戰，但產業前景總體依

舊向好。未來，本集團將持續鞏固技術優勢，維穩企業定位，努力開拓市場，兼顧業務創新和降本

增效，努力提升企業競爭力，以滿足公司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為己任，為公司未來以及社會福祉創造

價值。

證券投資業務

本集團沿用低頻交易策略，重點投資與SMT設備製造業和半導體相關業務具有協同效應的潛能企

業，並對其業務表現和股價穩定程度指標進行跟蹤監測，適時調整投資策略，投資對象以聯交所上

市的優質高科技公司為主。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年度證券投資分部錄得收益約

港幣 14,14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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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證券投資業務（續）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本集團於公開市場出售在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中

列示的合計 1,956,000股中芯國際股份，平均出售價格為每股港幣 29.19元，出售所得款項總額合計

約港幣 56,914,000元（扣除交易成本），投資收益為港幣 13,862,000元。

公司管理層將繼續以審慎態度管理此業務分部，並倚靠嚴格的匯報機制，嚴密監控各項投資活動，

以保障投資安全。

投資標的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投資利得╱

（損失）總額

港幣千元

中芯國際（上市編號：981.HK） 13,862

國美金融科技（上市編號：628.HK） (104)

國電科環（上市編號：1296.HK） 386
 

14,144
 

本集團之上述證券投資按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在合併資產負債表流動資產

中記錄。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額約為港幣 689,000元。

投資標的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佔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總額之比例

港幣千元 %

國美金融科技 109 15.82

國電科環 580 84.18
  

6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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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二零二一年本集團錄得總收入約港幣 322,981,000元。按業務板塊劃分之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SMT裝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 308,837 233,784

證券投資 14,144 36,278

未分配項目 — 498
  

總計 322,981 270,560
  

其他收益

年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約港幣 23,064,000元，同比增加約港幣 11,358,000元。主要是由於租金

收入增加約港幣 6,476,000元，政府補助增加約港幣 673,000元，代理及行政服務收入增加約港幣

4,300,000元。

分銷費用

年內，本集團錄得分銷費用約港幣 51,102,000元，同去年報告期相比增加了約 7%。

行政費用

年內，行政費用約港幣 76,351,000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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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財務費用

年內，財務費用淨額約港幣 8,365,000元，同去年相比減少約港幣 9,789,000元，主要是減少攤銷可

換股債券應計利息。

年內溢利

基於以上所述，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年內利潤約為港幣 38,282,000元，對比二零二零年度約

港幣 19,650,000元增長約 95%。

息稅折舊攤銷前溢利

下表列示本集團各年度的息稅折舊攤銷前溢利。年內本集團息稅折舊攤銷前溢利比率約為 22%。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8,382 19,650

財務費用－淨額 8,365 18,154

所得稅費用 8,134 5,599

折舊及攤銷 17,522 16,077
  

息稅折舊攤銷前溢利 72,403 5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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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具充裕營運資金。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

594,678,000元，流動資產比率約 148%，足以支撐本集團日常營運需要。經參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全部借貸對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權益的比率計算，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約 27%。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餘額約為港幣 94,982,000元。

營運資金管理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港幣 308,462,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相較年初約

港幣 116,609,000元增加約港幣 191,853,000元。本集團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約為 83日，同比持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日）；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約為 95日，同比減少 12日（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7日）；平均應付賬款周轉日數約為 82日，同比減少 30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2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年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總額約港幣 3,392,000元。資本開支中，約港幣 234,000元用於購買機器設

備，約港幣 1,301,000元用於購買運輸設備，約港幣 1,857,000元用於辦公場地整改及裝修。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包括本集團之進出口、信用證、跟單信用證、

信託收據及銀行借款）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於資產負債表日賬面淨值總額約港幣 81,581,000元的若干土地及物業的第一法定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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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資產約為港幣 348,589,000元。相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凈資產約為港幣 309,214,000元增加約 13%，本年度內淨資產增加主要是年內盈利所致。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性

經營風險

本集團面臨與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有關的經營風險。為管理經營風險，各業務分部的管理層負責監控

彼等各自業務內部的業務經營及評估經營風險。彼等負責落實本集團的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式，並應

向董事報告有關項目營運的任何不合規情況並尋求指示。

本集團重視道德價值，預防欺詐及賄賂行為，並已設立檢舉程式，與其他部門及業務分部及單位進

行交流，以報告任何不合規情況。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經營風險已有效降低。

金融風險

本集團面臨信用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外滙風險及價格風險等。

信用風險

為盡量降低信用風險，董事密切監控所面臨信用風險的整體水準，且管理層負責釐定信用審批及監

察收款程式的落實，以確保採取跟進行動收回逾期債項。此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審閱各筆個別貿

易債項的可收回金額，以確保就不可收回款額作出足夠減值準備。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的信

用風險已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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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確定性（續）

流動資金風險

董事已建立適當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框架以滿足本集團短期、中期及長期融資及流動資金管理要

求。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監控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準，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維持於管理

層認為足夠為本集團提供營運資金的水準，以及緩解現金流量波動的影響。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本

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已得到有效管理。

外匯風險

本集團因其若干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港元、美元計值而面臨各種貨幣風險所產生的外

滙風險。於年內，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控其面臨的該等

貨幣之外滙波動風險及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對沖措施。

價格風險

由於本集團證券投資業務分部的業務全部來自於投資聯交所主板上市之股票，因此，本集團持有的

股票的價格波動將影響本集團的稅後利潤。為了管理證券價格波動風險，本集團將根據持有股票的

歷史波動情況並結合公司的風控政策對其投資組合進行分散以規避或減少由於股票價格波動而帶來

的風險。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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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聘用約 313名全職僱員及工人，集團在香港則聘

用約 21名職員。本集團繼續透過向僱員提供足夠定期培訓，維持及提升僱員的工作能力。本集團根

據行業慣例發放酬金予其僱員。於中國內地，本集團根據現行勞工法向僱員提供員工福利及花紅。

於香港，本集團提供退休金計劃及與表現掛鈎花紅等員工福利。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式之重要性，確信傑出之董事會、良好之內部監控、向全體股東

負責乃企業管治原則之核心要素。本集團致力確保其業務遵守有關規則及規例，以及符合適用守則

及標準。本集團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會定期檢討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集團一直遵守守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均依照守則行事。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的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的規定成立，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

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一位非執行董事及

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委員會主席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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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載於本業績公告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收益

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獲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確認與本集團之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報表數字一致。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就此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

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在本業績公告中作出

任何保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有關本集團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已

於本年度遵照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集團於本公告日期公開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集團證券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足夠公眾

持股量。

刊載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乃刊載於聯交所網頁 (www.hkex.com.hk)及本集團網頁 (www.sino-ict.com)。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稍後將寄發予本集團股東

並刊發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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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集團就其商機及業務前景之目標及展望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並不構成

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集團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

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政策之

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代表董事會

芯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杜洋

謹啟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之董事為執行董事杜洋先生、袁以沛先生及夏源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勇軍先生及李進先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彥欣先生、崔宇直先生、鮑毅先生及平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