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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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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405,934 232,352
銷售成本  (349,825) (202,328)

毛利  56,109 30,02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180 3,21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559) (18,442)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488) (16,819)
其他開支  (14,254) –
財務費用 3 (13) (18)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 4,975 (2,039)
所得稅支出 5 (975) (129)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4,000 (2,168)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之
 調整及扣除稅項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滙兌差額  1,459 (1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5,459 (2,275)

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0.76仙 (0.41)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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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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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066 131,549
預付土地租金  9,583 9,704

  128,649 141,253

流動資產
存貨  68,107 61,25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7 105,058 90,8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951 15,078
儲稅券  3,000 3,000
應退稅項  – 19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9,932 139,224

  365,048 309,58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8 149,800 127,28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646 49,776
融資租賃承擔  83 108
應付董事款項  2,969 2,972
應付稅項  23,473 22,413

  239,971 20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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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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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淨值  125,077 107,0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3,726 248,29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 28
遞延稅項負債  5,177 5,177

  5,177 5,205

資產淨值  248,549 243,08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 52,500 52,500
儲備  196,049 190,588

權益總額  248,549 24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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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以股份為
    資產  及企業  基礎付款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外匯儲備  擴充基金 之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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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52,500 87,728 4,800 16,250 11,552 3,659 – 66,599 243,088
期內溢利 – – – – – – – 4,000 4,00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
　匯兌收益 – – – – 1,459 – – – 1,4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459 – – 4,000 5,459

匯兌調整 – – – – – 2 – – 2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52,500 87,728 4,800 16,250 13,011 3,661 – 70,599 2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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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儲備  以股份為
    資產  及企業  基礎付款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重估儲備 外匯儲備  擴充基金 之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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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52,500 87,728 4,800 11,041 11,397 2,245 – 76,206 245,917
期內溢利 – – – – – – – (2,168) (2,168)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
　匯兌收益 – – – – (107) – – – (1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07) – – (2,168) (2,275)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 52,500 87,728 4,800 11,041 11,290 2,245 – 74,038 24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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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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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12 28,21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11) (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53) (22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淨額 40,548 27,982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224 61,59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影響 160 (229)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9,932 8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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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土地及樓宇乃按適用之重估值或公平值計
量除外。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期內，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四月一
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表生效及與其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多項 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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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以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董
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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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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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187,939 179,591 217,995 52,761 405,934 232,352

分類業績 (6,058) (3,442) 7,866 (1,795) 1,808 (5,237)

利息及未分配收入     3,180 3,216
財務費用     (13) (18)
所得稅支出     (975) (129)

期間溢利╱（虧損）淨額     4,000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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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約利息 13 18

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349,825 202,328
 折舊 8,586 7,25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0,262 21,330
  －定額福利計劃供款 765 73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 2,768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6,42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5,066 –



中期財務資料

10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0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
中國內地 975 129

所得稅支出總額 975 129

由於本集團本期間於香港之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二零零九年：無）。於中國內地經營之應課稅項已按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
準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4,000,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虧損2,16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525,000,000股（二零零九年：
525,000,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期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提呈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

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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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發票日期於呈報日之賬齡分析（及經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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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88 59,489
91至120日 21,266 5,025
121日至180日 9,481 7,669
181日至360日 16,693 6,665
360日以上 14,830 11,994

 105,058 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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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結餘依據發票日期於呈報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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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67 109,247
91至120日 14,338 3,405
120日以上 7,295 14,628

 149,800 127,280

9.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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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25,000,000股（二零零九年：525,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2,500 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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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
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四川綿陽岷山實業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訂立合營協議，以於中國四川省綿陽市成立股份制合營企業公司。

股份制合營企業公司主要從事於中國市場設計、生產及銷售自動生產線及生產設備之業務。

股份制合營企業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20,000,000元。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
將出資人民幣10,200,000元，而綿陽岷山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則會出資人民幣9,800,000
元。股份制合營企業公司於成立後，將由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擁有51%及由綿陽
岷山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擁有49%。

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與綿陽岷山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將根據彼等各自於合營公
司之股本權益按比例攤分合營公司之利潤或承擔合營公司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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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營業額約為405,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23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74.7%。同時，毛利增加26,000,000
港元至5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30,0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為4,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虧損2,10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在國家政策扶持下，經濟形勢明顯好轉，國內市場需求激增，日東緊
抓住機遇，實現了銷售業績翻番的利好局面。進入到7、8月，市場需求緩和，日東迅速
調整政策，對內抓成本管理，降低各項損耗；同時，以培訓中心為核心引進與培養高端人
才，補充未來擴大市場的需求。對外，拓展戰略合作，尋求新項目的合作開發，以太陽能
光伏產業為先導，貼緊市場走向，不斷更新自身產品的新技術；並以高瞻遠矚的目光加大
與政府的戰略合作，在新能源的環境領域開創新的局面。日東不斷通過一系列改革調整，
抓住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走出經營低谷，創造業績穩步提升的利好形勢。

1. 國家政策指引，新能源環保經濟可持續發展

始終堅持以國家政策為指引，緊跟市場走向，持續在新能源環保領域拓展行業空間。
自2009年開始籌備引進太陽能光伏產業到二零一零年初太陽能光伏產業正式運轉，
日東不斷與行業先鋒及國外先進企業進行技術與戰略合作，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隨
著國家對於太陽能產業的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市場對於低碳環保需求的不斷增長，
作為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新能源領域也將是一隻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新力量，也必將作為
日東新的經濟增長點得到重點關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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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技術為先，鼓勵創新與發展

始終以科技技術的提升作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根本，自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日東共取得了六項發明專利。並在內部頒布了一系列鼓勵技術創新與研發的
激勵政策。

在傳統SMT產業的產品研發上，堅持以智能化模塊化人性化為研發方向，並不斷引領
行業標準。同時，軟件開發與應用正逐步顯現成效，產品界面視覺設計的技術正逐步
得到提升與成熟，智能化裝備程度進一步加強。

同時，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由我司自行研發玻璃板上芯片封裝的關鍵裝備已通過廣東省
科技廳的檢測與驗收。

3. 強強聯合開發西部工業，共創經濟新增長

二零一零年，正式簽訂綿陽投資辦廠的協議。與綿陽知名企業進行強強聯合，將自動
化裝備與物流裝備技術引入中西部地區，並藉以政府的優厚發展條件，擴大了日東品
牌在內陸地區的知名度，同時為日東其它產業深入發展提供了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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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結意識，樹立整體目標

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日東深刻地認識到，上下一致的團結意識與明確的整體目標對
於企業戰勝困難，能夠長遠發展的重要性。自二零零九年年底，制定了集團整體的戰
略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並通過定期的季度與年度會議強化貫徹。

5. 加強成本管控，降低各項損耗

成立獨立的成本控制部門，以工藝測算為基礎，深入到生產的各個崗位與環節，加強
成本管控，降低生產流程中的各項損耗。

6. 強化制度重建與執行，落實績效考核實效

從管理的基礎抓起，對於管理制度進行系統梳理，根據現實執行情況做出及時的修訂
與完善。將導入的KPI績效考核指標進一步細化，在執行力度上加強，宣傳與落實到
實效當中。

7. 打造培訓中心基礎，強化提升人員綜合素質

建立人才儲備庫，積累各個崗位儲備人才資料。進一步拓寬人才的引進渠道，補充與
提升內部人員整體素質。同時，內部打造培訓中心基礎，創造相互學習與交流的平
臺，進一步強化與提升全體職員工的綜合素質，為搶佔中西部大發展的機遇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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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深入推行精細化管理，完善制度化管理體系，降低成本，防範風險。建立與完善績效考核
體系，將業績目標層層分解，明確責、權、利，確保集團成本費用得到有效控制。嚴格的
財務審計制度及內部控制流程，定期對本集團附屬企業開展內部審計和風險評估，有效防
範企業經營風險。實行收支狀況監管及控制，確保公司保持充裕的現金流，並通過資源分
享及優化配置提高整體運作效率和經營效益。

人力資源管理

注重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強化管理者素質的提升，樹立品牌文化。目前，集團人數1,200人
左右，在經濟危機的挑戰下，進行內部管理改革與調整，強化人員考核，淘汰不適應企業
發展的人員，選拔骨幹人才。不斷通過企業文化的宣導與學習，樹立品牌文化，深入推廣
品牌員工的理念，並不斷與職校及高校進行合作培養人員，提升員工價值。同時繼續從著
名高校引進高端技術人才，儲備未來發展所需。通過建立與完善人才儲備培養體系、績效
考核管理體系、人員培養開發體系和薪酬體系，創造與提升員工的價值，為實現集團戰略
目標配送骨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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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面對危機後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日東始終堅持要以國家政策為指引，調整銷售與戰略合
作策略；對內要不斷磨練內功，團結意識，以引進與培養人才為發展根本，以科技技術為
核心競爭力，以提升執行力與效率為管理根本，創建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對於未來，
日東始終看好國內市場的發展態勢，並以新能源環保領域為未來發展重點，提升與穩固太
陽能光伏產業的技術，擴大市場佔有率，打造品牌產品；在SMT產業除穩固現有市場的
同時，以LED半導體裝備、工業自動化和物流裝備為新的增長點，重點拓展與國際知名大
企業的合作，提供產業前沿的技術與服務，爭取以產品銷售為主的更加廣泛的戰略合作空
間。在地域的空間擴展上，以工業自動化與物流裝備為先導，打入中西部地區，帶動其它
產品產業的進一步深入。將「實現舊有產業的對接平臺，發展新興行業」落到實處，不斷為
日東的長遠發展開創新局面。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36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309,000,000港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80,000,000港元（於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39,000,000港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9,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5,000,000港元）、儲稅券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港元）、存貨約68,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61,000,000港元）及貿易應收賬款約10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91,000,000港元），以及流動負債約24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0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約為1.52（於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1.53）。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49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451,000,000港元），以及總負債約24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08,000,000港元）。負債比率（根據融資租賃承擔與股本之百分比計算）為0.03%（於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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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除融資租賃負債外，於期末並無其他銀行借款。本集團之銀行
融資乃以(i)本集團若干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定抵押；及(ii)若干銀行結餘之質
押作為抵押。

本集團之絕大多數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回顧期間，因現行聯繫匯率體制下
之港元兌美元匯率相對穩定，本集團並未面臨任何重大匯率風險。此外，由於以人民幣計
值之收入及成本具有自然對沖性質，本集團於人民幣之匯率風險有限。於回顧期間並未對
外匯交易作任何對沖處理。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僱用約1,200名僱員及工人，而在本集團之香港辦
事處則僱用約20名職員。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發放酬金予其僱員。於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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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提供定額福利供款計劃及與表現掛
鈎花紅等員工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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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
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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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本中擁有之權益如下：

於股份之長倉

 實益持有之  佔總股權之
董事姓名 普通股數目 身份╱性質 概約百分比%

畢天富 30,022,000 實益擁有者 5.70

畢天慶 1,050,000 實益擁有者 0.20
 220,605,840 於受控制法團的 42.02
  權益（附註）
 221,655,840  42.22

梁暢 1,442,280 實益擁有者 0.27 
梁權 4,536,520 實益擁有者 0.86

附註： 畢天慶為Mind Seekers Investment Limited（「Mind Seekers」）50%已發行股份之實益擁有者，因
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畢天慶被當作或被視作持有由Mind Seekers持有之220,605,840股股
份。Mind Seeker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畢天慶、畢天富、梁暢及梁權分別實益擁有50%、20%、
20%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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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可透過購入本公司之股份
或債券而取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上述權利；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
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購入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上述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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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主要股東

Mind Seekers 實益擁有人 220,605,840 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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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會全
體成員均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照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重視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之重要性及益處，並已採納若干企業管治
及披露常規，力求提高透明度及問責水平。本公司將不斷致力於提升企業管治作為本身企
業文化之一部分。

本公司已於整個本期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建議之守則條文，惟對守則條文第A.4.1條有所偏
離，載列如下。

根據守則條文A.4.1，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遵守本公司細則之規定輪席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
取適當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條文所規定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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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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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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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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萬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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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suneasthk.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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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天富先生（主席）
畢天慶先生
梁暢先生
梁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施德華先生
徐楊生教授
李萬壽先生

承董事會命
日東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畢天富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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