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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業績」）。
未經審核業績並無經審核，惟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71,352 300,881

銷售成本  (227,144) (243,362)

毛利  44,208 57,5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93 81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551) (16,47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039) (28,051)

財務費用 4 (985) (884)

分佔業績：
 共同控制實體  (1,679) 213

 聯營公司  – –

除稅前溢利 5 4,347 13,136

稅項 6 (830) (3,173)

期間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517 9,963

中期股息 7 – –

每股盈利 8

 －基本  0.67仙 2.66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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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9,344 143,064

投資物業  2,350 2,350

預付土地租賃款  6,900 6,900

無形資產  – 467

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6,391 9,676

於聯營公司權益  1,030 1,030

其他按金及應收款項  – –

  166,015 163,487

流動資產
存貨  111,980 112,908

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100,255 112,15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547 8,717

已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  2,110 2,11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8,806 77,827

  321,698 313,72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93,786 93,50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9,657 49,04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2,476 17,628

應付稅項  17,728 19,206

應付董事款項  – –

  183,647 179,385

流動資產淨值  138,051 134,3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4,066 297,823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381 690

遞延稅項  5,432 5,432

  7,813 6,122

  296,253 291,701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 52,500 52,500

儲備  243,753 239,201

  296,253 2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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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以股份為

    資產 外匯 及企業 基礎之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儲備 擴充基金 付款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52,500 87,728 4,800 7,821 3,769 1,997 4,992 128,094 291,701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3,517 3,517

中期股息 － － － － － － － － －

末期股息 － － － － － － － － －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

　折算差額 － － － － 1,035 － － － 1,035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52,500 87,728 4,800 7,821 4,,804 1,997 4,992 131,611 296,253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以股份為

   購股權  資產 外匯 及企業 基礎之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儲備 擴充基金 付款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 37,500 85,650 4,992 4,800 7,053 2,113 1,969 － 125,925 270,002

期內溢利淨額 － － － － － － － － 9,963 9,963

中期股息 － － － － － － － － － －

末期股息 － － － － － － － － － －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

　折算差額 － － － － － 2,159 － － － 2,159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37,500 85,650 4,992 4,800 7,053 4,272 1,969 － 135,888 2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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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2,319 7,53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78) (5,00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561) (1,32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 15,380 1,201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5,698 72,742

滙率變動影響淨額 (162) (1,237)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00,916 72,70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806 27,236

購入時期滿日不足三個月之無扺押定期存款 － －
購入時期滿日不足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已抵押以取得貿易融資信貸 － －
現金及銀行餘額已抵押以取得貿易融資信貸 2,110 45,470

 100,916 7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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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業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設計、製造及分銷生產線及生產設備，以及分銷品牌生產設備。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編製。

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現存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業績並不會造成重大財務
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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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類有關收入及業績之資料。

 生產線及生產設備 品牌生產設備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161,717 194,713 109,635 106,168  271,352 300,881

分類業績 1,900 3,071 4,614 14,197 6,514 17,268

利息及未分配收入     497 788

未分配費用     – (4,249)

財務費用     (985) (884)

分佔業績：
 共同控制實體     (1,679) 213

 聯營公司     – –

稅項     (830) (3,173)

期間純利     3,517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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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905 841

融資租約利息 80 43

 985 884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已售存貨及供應服務成本 227,144 243,362

 折舊 7,729 7,676

 專業技術知識攤銷 467 2,99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0,507 21,3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70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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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30 3,531

其他地區 – 173

遞延 – (531)

期內稅務開支 830 3,173

香港利得稅以本期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按17.5%之稅率撥備（二零零六年：
17.5%）。於其他地方經營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
詮釋及慣例為基準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負債（二零零六年：
無）。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之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3,51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9,963,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525,000,000股（二零零六年：375,000,000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由於期內並無出現攤薄事項，故並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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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10. 應收賬款及票據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主要以賒貸方式與其客戶訂定貿易條款。本集團授
予客戶之賒賬期一般為30日至180日。

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及經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77,997 73,447

91至120日 4,234 4,809

121日至180日 6,295 7,789

181日至360日 8,345 15,072

360日以上 3,384 11,042

 100,255 1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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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發票日期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3,196 63,298

91至120日 7,666 16,514

120日以上 32,924 13,690

 93,786 93,502

12. 股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25,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52,500 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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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營業額約為271,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九
月三十日：30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0%；毛利為44,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13,000,000港元，下降23%。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3,51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9,963,000港元）。

本期內，根據行業發展趨勢及市場環境變化，本集團確立新的發展戰略，完成產業結構的調整
及布局。集團附屬企業日東電子科技公司以SMT組裝設備和半導體的封裝設備製造、銷售等
及增值服務為主，專注於打造日東品牌；集團附屬企業日東電子發展公司將以汽車生產自動化
裝備、物流裝備產業為主的，以精密模具和精密零件加工為未來發展方向，積極開展高端產品
研發，積蓄技術力量逐步成為研發生產一體型企業；集團附屬企業富運精密有限公司充分發揮
其在鈑金、噴塗等加工領域的技術及管理優勢致力於成為區域內領先的加工製造企業。通過上
述結構調整及多方面改善措施，集團主要業務發展取得了明顯改善，經營業績較好。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一家國內領先的智能化電子組裝設備及自動化電子產品生產線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
通過以下環節，致力持續提升競爭力及盈利能力：

一 . 本集團通過完善各附屬公司的市場戰略定位及市場細分策略，加強市場營銷及品牌推
廣，全力提高市場佔有率，同時提高公司的溢利率。為了將先進電子組裝產業高端的
SMT行業工藝及設備推廣到全國各地，2007年3月至9月本集團在中國13個城市開展了
「2007日東—中國質量萬里」活動，與450多家客戶進行全方位的深度交流，提升客戶競
爭能力。目前國內市場是本集團的根基市場，可以為大力開拓國際市場提供基礎，來擴
大海外區域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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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通過有效市場驅動和多年技術研拓，提高研發活動的創新能力，創造更多的領先產品。

1. 電子組裝設備：在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組裝設備方面，採用新
材料、新技術和新工藝，不斷改進與完善波峰焊、回流焊、印刷機等產品的功能
和性能，提高產品速度、精度、可靠性與安全性，適應不同客戶不同製造工藝對
設備的要求，其中波峰焊、回流焊的模塊化設計理念為國內首創，從而為客戶實
現新價值。

2. 半導體封裝設備：以液晶平板顯示的COG為切入點，與多家日本及韓國企業加
大在平板顯示設備的技術合作和交流，建立強大的技術支撐，為在國內拓展相關
業務提供技術保障。在此基礎上，自主開發推動了手動及半自動COG，並開始
與韓國著名企業和廣東工業大學合作研發全自動COG，提高本集團的品牌知名
度，降低了成本，逐步佔有一定的國內市場，與此同時，主動拓展金線機業務，
並和韓國知名廠商進行了深度的技術合作，積極準備聯合開發配套的固晶機，從
而完善現有的產品類別。

3. 汽車製造行業為主的自動化裝備： 為提供全面配套的服務，集團除供應電子組裝
設備外，對本集團附屬企業發展公司的產業進行調整，成立汽車裝備銷售部門，
在汽車製造行業自動化裝備領域取得了三個關鍵的突破：發動機初裝輸送線、整
車廠零部件輸送線、輪胎輸送線，從而提高自動化裝備業務之利潤。

4. 自動化倉庫及物流供應鏈解決方案： 因近年中國市場對整體物流配送中心的供應
鏈需求增長潛力很大，本集團預計物流部門未來有良好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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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鈑金業務方面，本集團鞏固日本和歐洲市場、穩固優化國內市場業務同時將重點拓展
北美市場業務。鈑金業務集中在辦公自動化、金融、通訊等行業，並由單純的鈑金加工
型向加工裝配型轉變，逐步向有巨大商機和市場潛力的汽車行業鈑金市場滲透。同時，
國內地鐵╱輕軌建設急劇增加，為主要客戶提供大量訂單，從而為本集團生產的產品提
供發展機遇。

四 . 深入推行全面預算管理，將預算控制與目標管理有效結合。開源節流，應對市場挑戰。
日東集團努力挖掘內部潛力，強化內部管理，從今年四月份本集團員工總數1600人精
簡至目前1500人，人均成本效益得到顯著的提高。本集團將費用控制作為一項重點項
目，專項研究，集中開展、有效推進，並且貫穿於採購管理、營銷費用管理、工程設
計管理、生產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燃料動力管理全過程，使本集團整體費用保持在合
理、適度、有效的水平。

五 . 本集團為提高執行力和經營能力，採取多種方式吸納優秀人才加盟本集團，同時注重後
備管理人才的培養，確保發展所需的人才儲備。本集團在積極應對市場變化時，注重戰
略人力資源體系的不斷完善，通過人才儲備培養體系、績效考核管理體系、人員培訓
開發體系和薪酬分配激勵機制的構建，促進人員的成長和成才。本集團進一步明確各
級管理層在人才培養儲備上的工作要求和責任，並制定了《日東各層級人才儲備培養管
理辦法》。圍繞本集團戰略布局，培育中高層管理水平，2007年4月本集團與深圳大學
管理學院在本集團工業園內聯合舉辦一年制的「日東集團中高層管理人員MBA班」，引
進MBA課程體系。亦注重本集團內部培訓講師隊伍建設並將培訓師資納入任職資格管
理，制定關鍵技術崗位員工培訓計劃；通過開展針對性、有效性的管理和業務培訓，以
達到提高職員工的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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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面對機遇和挑戰，為保持和提高本集團核心競爭力及市場佔有率，努力提高本集團業績，本集
團充分利用國家對裝備製造產業的各項扶持政策，進一步提升集團專業內的成本優勢及競爭
力。本集團在工程研發方面積極自主創新，不斷引進高精尖技術人才對本集團產品進行升級和
創新，打造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及產品。本集團在波峰焊、絲印機、回流焊製造技術方面
已提出十幾項專利申請，並獲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同時積極準備申報半導體封裝設備COB、
COG等多項產品專利。本集團在完成戰略布局基礎上，繼續整合各項優勢資源，主動出擊，加
快市場反應速度和售後服務質量，全面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以增強本集團整體之盈利能力，
並以股東的最佳利益為依歸。

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3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34,000,000港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0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80,000,000港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9,000,000港元（於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9,000,000港元）、存貨約112,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13,000,000港元）及貿易應收賬款約10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112,000,000港元），以及流動負債約184,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79,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約為1.8（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8）。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488,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77,000,000港元），以及總負債約19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86,000,000

港元）。負債比率（根據負債與股本之百分比計算）為8%（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

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浮息銀行借款約為2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8,000,000港元），其中24,000,000港元乃以人民幣為單位，其餘1,000,000港元則以
港元為單位。本集團之銀行借款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本集團之借款乃以 (i)本集團若干位於香
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第一法定抵押；(ii)若干銀行結餘之質押；及 (iii)本公司提供
之擔保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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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絕大部份之買賣業務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鑑於港元及人民幣之匯率相對穩
定，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涉及重大匯兌波動風險。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
具以對沖匯兌風險。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對沖工具。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共101,000,000港元，約7,000,000港元以人民幣為
單位，其餘大部份以港元為單位。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僱用約1,500名僱員及工人，而在本集團之香港辦事
處則僱用約50名職員。本集團給予其員工的待遇乃根據工作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釐定。
本集團亦為在中國及香港的員工參加退休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其他資料披露

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而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短倉）；或 (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 (iii)根據上
市規則內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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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股份中擁有之長倉

 實益擁有  佔總股權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身份╱性質 概約百分比
   %

畢天富 5,726,000 實益擁有人 1.09

畢天慶 1,050,000 實益擁有人 0.20

 220,605,840 受控實體之權益 42.02

  （附註）

 221,655,840  42.22

梁暢 1,442,280 實益擁有人 0.27

梁權 4,536,520 實益擁有人 0.86

附註：

畢天慶乃Mind Seekers Investment Limited（「Mind Seekers」）之50%已發行股份之實益擁有人，
因此，畢天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或當作擁有Mind Seekers持有之220,605,840股股份
之權益。Mind Seeker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分別由畢天慶、畢天富、梁暢及梁權實益擁有50%、
20%、20%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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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中擁有之長倉—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之  每份購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佔總股權之
董事姓名 授出日 購股權之行使期 之行使價 四月一日 期內變動 九月三十日 概約百分比
   港元  （附註）  %

畢天富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0.558 8,806,452 – 8,806,452 1.68%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畢天慶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0.558 8,806,452 – 8,806,452 1.68%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梁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0.558 8,806,452 – 8,806,452 1.68%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梁權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0.558 8,806,450 – 8,806,450 1.68%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35,225,806 – 35,225,806

附註：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股權被授出、行使、取消或失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概無在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須記錄於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保存之登記冊內之個
人、家族、公司或其他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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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了解，以下人士（惟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短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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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於股份中之長倉

  持有 佔總股權之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主要股東

Mind Seekers 實益擁有人 220,605,840 42.02

其他

Tang Lin Mui Irene 附註 配偶權益 230,462,292 43.90

附註： Tang Lin Mui Irene為畢天慶之配偶，因此，彼被視為或當作於畢天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之221,655,840股股份及8,806,452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之權益外，就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人士登記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及相關股份，而須依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予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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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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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
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之所須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中期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
及輪值告退除外。本公司現有全體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按照本公司細則在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
之嚴謹程度不低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者。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以供覆核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以及聯交所及法例之
規定，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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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三名成員包括徐楊生教授及游永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畢天富
先生（執行董事）。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登載，
並寄發予股東。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全體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畢天富先生（主席） 施德華先生
畢天慶先生 徐楊生教授
梁暢先生 游永強先生
梁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畢天富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