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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增長

（千美元）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營業額 110,125 46,355 138%

毛利 39,696 19,476 104%

毛利率（%) 36 42

純利 22,932 9,572 140%

純利率（%) 21 21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 1.01 0.46 120%

　攤薄 1.01 0.46 120%

‧ 營業額因取得巿場佔有率及成功推廣及銷售更多種彩色顯示器IC而增長138%。

‧ 毛利增加104%，但由於集團策略性地維持具競爭性的定價去提高市場份額，故毛利率減少
6%。

‧ 純利增加140%（超越營業額的增長），乃由於營運效率改善所致。

‧ 正面的業務前景、領導的市場地位及穩健的盈利及現金狀況容許可觀的派息比率。

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向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2.6
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支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登

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取得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往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登記手續。

中期業績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上一年度同期的比較數

字。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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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110,125 46,355

銷售成本 (70,429) (26,879)

毛利 39,696 19,476

其他收益 2 120 28

研究及開發成本 (4,615) (3,029)

銷售及分銷開支 (688) (427)

行政開支 (6,783) (3,764)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 211 (670)

經營溢利 4 27,941 11,614

融資成本 (1) (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2) —

除稅前溢利 27,918 11,613

稅項 5 (4,986) (2,041)

股東應佔溢利 22,932 9,572

股息 6 24,432 —

每股盈利（美仙） 7

　基本 1.01 0.46

　攤薄 1.01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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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908 5,490

　專利及知識產權 225 675

　商譽 133 29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242 —

　固定銀行存款 1,000 —

12,508 6,456
--------------- ---------------

流動資產

　存貨 20,321 13,083

　應收賬款及票據 8 29,381 20,86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86 848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83 3,1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4,402 37,173

178,373 75,147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25,759 18,476

　應付票據 1,459 1,50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276 7,620

　應繳稅項 8,193 3,494

　融資租賃的承擔 6 4

41,693 31,099
--------------- ---------------

流動資產淨值 136,680 44,048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9,188 50,5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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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的承擔 12 1

　遞延稅項 10 431 587

443 588
--------------- ---------------

148,745 49,916

資金來源：

股本 11 32,279 24,302

儲備

　擬派中期股息 6 8,393 —

　其他 108,073 25,614

股東資金 148,745 4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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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份

股本 溢價賬 合併儲備 㶅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23,622 — 2,082 — 7,650 33,354

為發行新股份

　而將保留盈利資本化 680 — — — (680) —

已派股息 — — — — (6,122) (6,122)

期內溢利 — — — — 9,572 9,57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4,302 — 2,082 — 10,420 36,804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4,302 — 2,082 (1) 23,533 49,916

㶅兌差額 — — — 1 — 1

為發行新股份

　而將保留盈利資本化 2,436 — — — (2,436) —

發行普通股 5,541 91,431 — — — 96,972

股份發行開支 — (5,037) — — — (5,037)

已派股息 — — — — (16,039) (16,039)

期內溢利 — — — — 22,932 22,932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32,279 86,394 2,082 — 27,990 14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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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19,461 10,93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8,141) (3,24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5,908 (6,6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87,228 1,069

㶅率變動的影響 1 185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173 22,467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402 23,7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4,402 2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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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法律三，

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完成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

的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巿（「上巿」）。有

關重組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中。

本集團（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重組，於該等中期賬目中，已視為持續經營實體而作出

反映。因此，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賬目是利用合併會計法編製，而綜

合業績包括現時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猶如現

時的架構於呈報期間內已一直存在。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派佈的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用以編製該等中期賬目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編製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

用者一致。

過往未披露的於聯營公司投資的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聯營公司

一間聯營公司有別於附屬公司或合營公司，於該等公司持有的股本權益為長期持有及可對其

管理行使重大影響。

簡明綜合損益表包括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期內的業績，而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包括本集團應

佔聯營公司的資產淨值。

當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的賬面值達致零，即終止使用權益會計法處理，除非本集團就該聯

營公司產生債項或擔保債項。

本集團與其聯營公司之間的交易的未變現收益，以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為限予以抵銷；

未變現虧損將予以抵銷，除非該項交易提供所轉讓資產的減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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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設計、開發及分銷積體電路（「IC」）。期內的經確認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110,125 46,355
-------------- --------------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78 27

　其他收入 42 1

120 28
-------------- --------------

總收益 110,245 46,383

3 分部分析

分部資料是按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業務分部資料獲選作為主要呈報形式，原因是

與本集團在作出經營及財務政策方面更為有關連。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一直在單一業務經營，即研究、設計、開發及分銷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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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在根據地區分部基礎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是根據客戶的地區分佈計算。分部資產及資

本性開支是以資產的地理位置區分。

(i) 分部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35,422 21,87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865 —

台灣 43,434 12,112

日本 15,391 10,189

韓國 4,670 1,309

美國 311 510

其他 9,032 358

110,125 46,355

(ii) 按資產地區劃分的資本性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1,794 1,616

中國 1,269 37

台灣 2,887 —

其他 147 —

6,097 1,653

(iii) 由於本集團的分部資產超過90%是位於香港，故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的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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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計入

出售其他投資的收益 180 —

㶅兌收益 103 26

扣除

自置固定資產的折舊 1,678 311

租賃固定資產的折舊 2 1

包括在研究及開發成本的專利及知識產權攤銷 450 450

包括在行政開支的商譽攤銷 50 50

員工成本 5,722 4,430

5 稅項

在簡明綜合損益賬內支銷的稅項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142 2,008

遞延稅項（附註10） (156) 33

4,986 2,041

香港利得稅已按17.5%（二零零三年：17.5%）的比率，就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撥備。
由於在香港以外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在各自的司法管轄區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此，並無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所得稅撥備。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112004 中期業績報告

6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a) 上一年度應佔股息，期內經批准及已派：
二零零二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晶門科技有限公司（「晶門科技」）

普通股0.26港元（大約0.34美仙），
已派予其當時的股東（附註(i)） — 6,122

(b) 本年度應佔股息：
二零零四年第一次中期股息，

　已派，每股普通股0.066港元（大約0.85美仙）（附註(ii)） 16,039 —

二零零四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已宣派，每股普通股0.026港元
　（大約0.34美仙）(附註(iii)） 8,393 —

--------------- ---------------

24,432 —

附註：

(i) 於派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的當時，晶門科技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83,290,273股。

(ii)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董事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第一次中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0.066港元。第一次中期股息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派付。

(iii)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董事宣佈向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名列登記名冊的股東宣
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26港元。第二次中期股息並未於該等簡明賬目中列作應付
股息作出反映，但將會列作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盈利分配。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盈利22,932,000美元（二零零三年：9,572,000美
元）而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 , 2 6 5 , 8 5 3 , 2 4 8股（二零零三年：
2,074,852,711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2,266,119,827股（二零零三年：2,074,852,711
股）普通股，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再加倘若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被視為

無償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66,579股（二零零三年：無）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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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向公司客戶的銷售是按30日的信貸期進行。於各個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
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日 29,039 17,518

31至60日 100 3,241

61至90日 196 49

91至120日 3 52

121至150日 43 —

29,381 20,860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各個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日 24,931 18,299

31至60日 367 170

61至90日 211 7

91至120日 127 —

121至150日 123 —

25,759 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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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是採用負債法就暫時差額按本集團經營的所在國家的主要稅率作全數撥備。

遞延稅項負債賬目的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初 587 526

在綜合損益賬（計入）／扣除的遞延稅項 (156) 33

期末 431 559

11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美元

法定 5,000,000,000 64,433

已發行及繳足：

　於公司成立日（附註(a)） 1 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配發及發行的股份

　　（附註(b)） 1,885,852,710 24,302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85,852,711 24,302

透過將保留盈利資本化發行新股份（附註(c)至(e)） 189,000,000 2,436

新發行股份（附註(f)及(g)） 430,001,640 5,541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504,854,351 3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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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500,000,000港元（約
64,433,000美元），分為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b)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的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行的重組，
1,885,852,710股入賬列作繳足的普通股已獲發行及配發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晶門科技當時的股
東，作為本公司收購晶門科技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

(c)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按面值向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HSBC Trustee」，作
為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採納的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配發及發行
合共44,000,000股股份。本公司獲授權將其保留盈利中的合共4,400,000港元（約567,000美元）撥
作資本，並用這筆金額悉數支付上述本公司的44,000,000股股份。

(d)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按面值向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董事會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十九日採納的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計劃的受託人）配發及發行合共70,000,000股股份。
其後，70,000,000股股份轉讓予及由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計劃的託管人HSBC Trustee持有。本公
司獲授權將其保留盈利中的合共7,000,000港元（約902,000美元）撥作資本，並用這筆金額悉數支
付上述本公司的70,000,000股股份。

(e)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採納的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前
股份獎勵計劃，按面值向HSBC Trustee配發及發行合共75,000,000股股份。本公司獲授權將其保
留盈利中的合共7,500,000港元（約967,000美元）撥作資本，並用這筆金額悉數支付上述本公司的
75,000,000股股份。

(f)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總數339,465,640股股份按溢價約1.65港元（約21美仙）發行予公眾人士，
以換取現金合共約76,555,000美元。發行價超出股份面值的款額，減去股份發行開支後，已計入
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g)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據行使本公司股份全球發售項下的超額配股權，90,536,000股股
份按溢價約1.65港元（約21美仙）發行予公眾人士，以換取現金合共約20,417,000美元。

(h) 董事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批准和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本公司的若干高級管理
層和董事獲授購股權，以按公眾人士就上市認購本公司股份所支付的價格，認購本公司的新股份
合共6,300,000股。該等高級管理層和董事就獲授的每批購股權，支付象徵式代價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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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a)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893 4,141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本公司及本集團未來就土地及樓宇

支付的最低租賃付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392 321

一年至五年內 1,398 1,405

超過五年後 — 151

1,790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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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會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所已按 貴公司指示，審閱第2至15頁所載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之中期財務報告的編制須符合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相關規定。董事須對中期財務報告負責，而
該報告亦已經董事會批准。

本所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出具獨立結論，並按照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書條款

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所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

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已執行的審閱工作

本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的委聘」進行審閱工
作。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對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分析程序，然後根據結果評估

貴公司之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是否貫徹應用（惟已另作披露則除外）。審閱工作並不包括監控測試

及核證資產、負債及交易等審計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審計為小，故所提供的保證程度較審

計為低。因此，本所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計意見。

審閱結論

按照本所審閱的結果，但此審閱並不作為審計之一部份，本所並無發現任何須在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重大修訂之事項。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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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38%至110.1百萬美元。能
取得此高增長乃由於集團成功擴大其市場佔有率，以及推廣及銷售多種彩色顯示器IC。期內，集
團毛利亦上升104%至39.7百萬美元。由於集團策略性地維持具競爭性的定價去提高市場份額，
以及全球產能緊張以致成本上升，毛利率於期內下降6%至36%。.

隨著營運效率有所改善，集團的純利增長亦較營業額的增長強勁，同期大幅增加140%至22.9百
萬美元。純利率方面則一直維持於20%以上。總括而言，集團於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財務表現
已超越二零零三年之全年業績。

憑藉集團於全球顯示器IC市場的領導地位以及穩健的財務狀況，董事局決議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
每股2.6港仙，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名列於本公司之股東名冊上之股東。董事局將因應
集團的經營、盈利、財務狀況、現金需求及其可動用性，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後，或將考慮於下半

年再宣派股息。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期內集團營運所得的淨現金流量為19.5百萬美元，於回顧期結算日之現金淨額（扣除銀行借貸之
現金及現金等值）為125.4百萬美元。其中，約91百萬美元為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四月首次公開招股
所得的淨額。集團將運用此筆現金作現時及未來的產品開發、獲取產能及一般公司營運用途。於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沒有任何借貸，現金主要儲存於付息賬戶。

集團的主要應收及應付貿易賬款均以美元結算。若經營成本以美元或港元以外的貨幣結算，集團

將按當時的外幣匯率將美元或港元兌換成該付款貨幣。於回顧期內，由於集團的外㶅風險不高，

所以集團並無運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其外幣風險。

資本開支

集團於期內的資本性開支約為6.1百萬美元（二零零三年：1.6百萬美元），當中大部份用於購買主
要封裝和測試設備（透過與外包商訂立的合作安排），以確保集團之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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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無重大承擔及或然負債。

業務回顅

訂單出貨比率及手頭訂單

於回顧期內，每月訂單出貨比率介乎1.1至1.8之間。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比率為1.4，顯示
業務下半年的增長強勁。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錄得充裕的手頭訂單，並將於未來數

月付運。

產品付運量

集團得以憑藉其強大的競爭力以取得理想的付運量，實有賴集團能看準機遇於適當時間推出適當

產品、並且能配合流動電話及手提設備市場的強大需求，以及抓緊由單色顯示器轉變至彩色顯示

器所帶來的商機。期內付運量按產品類別之分析如下﹕

2004年 2003年
付運量（以百萬件計） 上半年 上半年 增長(%) 2003年全年

單色 STN 28.0 20.2 39 44.6

彩色 STN 28.8 7.0 311 20.2

OLED 7.2 1.5 380 6.2

彩色 OLED 0.9 0.0 * 0.0

TFT 0.1 0.0 * 0.0

其他 0.1 0.1 — 0.1

總數 65.1 28.8 126 71.1

附註：其他包括圖形控制器、電子手賬及其他

期內，顯示器IC的付運總數為6千5百萬件左右，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26%。根據Gartner 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之預測報告顯示，二零零四年的全球流動電話付運量將超越6億部。集團相信，大約
每6部新的流動電話，便有一部採用其獨有顯示器IC。

在集團的產品當中，單色STN顯示器IC 的付運量於期內上升39%至2千8百萬件。同時，彩色STN
(CSTN） 顯示器的增長勢頭亦見強勁，其付運量於期內約為2千8百8拾萬件，較去年同期上升
311%。OLED顯示器IC 亦有顯著增長，按年上升380%至7百2拾萬件。最令人鼓舞的是集團已於
期內開始大量生產彩色OLED 及移動TFT顯示器IC。這兩類產品將為集團未來的財務表現帶來重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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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開發

於過去六個月，集團於研究及開發方面的支出約佔其總收入4.5%。為加強於業內的競爭力，集團
將繼續致力提升研發能力。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擁有超過100名設計及工程專家，約
佔集團總員工數目56%。除了致力推動集團的高度集成圖形及多媒體處理器技術發展至0.18微米
外，其研發隊伍亦正分別為移動顯示器、大屏幕顯示器及新顯示器設計一系列混合制式IC符產
品。於回顧期內，集團已成功開始大量生產一系列新產品，包括CSTN、移動TFT 及彩色OLED顯
示器IC。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集團成立了新加坡科技中心（SnpTC）。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此科技中
心聘請有10名IC 設計及工程專業人員。該專業團隊均曾於跨國及當地高科技公司工作並累積平
均達十年的相關經驗。

重大事項

集團於過去六個月內最重要的發展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作首次公開招股。成功上市不但鞏固

了集團的財務狀況，同時亦提升了集團的知名度及加強了集團與業務夥伴的關係。作為一間上市

公司，集團將繼續提升於投資界的透明度，以及努力保持高質素的企業管治。

業務關係

集團與顯示器模組製造商及主要產品品牌企業的穩健關係，繼續成為集團奠定其市場地位及未來

發展的重要基石。現時，集團為超過50個全球顯示器模組製造商提供服務，例如Alps、華生科
技、友達、比亞𡂴、凌巨、Hosiden、Hyundai LCD、Kopin、南亞、 NessDisplay、光王電子、
Osram、飛利浦、碧悠電子、錸寶、三星SDI、三洋、聲寶、信利、精電及勝華等。

集團相信其顯示器IC 產品亦有應用於國際性產品品牌，當中包括夏新、明帉、波導、 大霸電子、
東信、LG、光寶、摩托羅拉、Panasonic、Pantech、廣達、三星、西門子、愛立信、TCL及
UTStarcom。

擴大生產能力

透過認可更多合資格的外包商及生產線，集團的產能較去年同期上升一倍。為確保晶圓供應能應

付集團業務的殷切需求，集團將繼續與現有及新的晶圓代工廠合作，以提升產能以及研究其他可

獲取更多晶圓供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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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僱員增加至接近200名，其中70%駐於香港總部，餘下則於香
港以外的地區工作。為拓展區內市場及促進客戶關係，集團亦分別於日本設立新辦事處，並於新

加坡成立科技中心。

集團僱員的酬金主要包括基本薪金及花紅。集團相信股份獎勵計劃將可令僱員的利益及集團的利

益連成一線，以獎勵、穩定及鼓勵僱員以及吸引新人才。根據招股章程中之說明，集團於首次公

開招股前授予或給予四項購股權計劃，該等計劃再不會有進一步授予或給予獎勵及授出購股權。

集團有兩項首次公開招股後持續計劃，即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於首次公開招股日期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集團並無根據該兩項計劃作出授予或給予獎勵及授出購股權。

集團亦為全部僱員提供正式及非正式培訓及發展機會，以提升其專業技能及個人發展。

至於董事的薪金及報酬方面，均受到酬金委員會的規管。

業務前景

集團對先進的顯示器IC解決方案之前景感到樂觀，並有信心能穩固其市場的領導地位。憑藉集團
理想的訂單出貨比率、充裕的手頭訂單及新產品的成功推廣及銷售，集團預期下半年業務將取得

穩健發展。

移動顯示器

現時，眾多移動電子產品均要求更多顯示器數目，加上顯示技術乃突出產品的重要元素，集團預

期這些因素將刺激移動顯示器IC的需求 。此外，隨著市場對單色STN轉移至彩色顯示器需求的轉
變，以及融合更多先進功能的顯示器IC愈見普及，顯示器IC市場將擁有更高的增長動力。

為配合市場趨勢，集團已投入更多資源以加快更多種彩色顯示器IC推出市場的時間表。集團於上
半年已開始大量生產彩色OLED顯示器及TFT顯示器IC。同時，集團亦透過生產更多高價值及結集
多功能的顯示器IC產品，以擴闊產品類別。

此外，集團亦注意到為非流動電話所設計的圖形控制器之龐大增長潛力。隨著集團改進系統整合

技術，這些控制器為集團所帶來的收入貢獻將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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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顯示器

隨著數碼廣播即將面世，加上平面電視及LCD屏幕愈趨普遍，集團相信市場對大屏幕顯示器的需
求將與日俱增。集團已與數間世界級大型屏幕模組製造商緊密合作，共同研發新的IC產品。而有
關產品亦在認證當中，首批產品預計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付運。

新型顯示器

新型顯示器如微型顯示及E-paper將可提升及創造新的應用技術，例如電子觀景器及電子標板。集
團正與著名科技企業合作，將產品商品化。這些配以最新顯示器技術的創新產品亦快將公佈。

總括而言，集團將繼續致力發展新產品、投入資源獲取產能，以及建立所需的基建以配合業務發

展。憑藉經驗豐富的管理層，集團有信心能繼續鞏固其於顯示器解決方案市場的領導地位，並為

股東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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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擁有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
記名冊的權益，或擁有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中上巿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及購股權中的好倉

‧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佔本公司
股份／購股權數目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直接擁有 實益擁有 附註 總計 的百分比

張景溢 6,600,000 — 6,600,000 0.26%

蔡國雄 1,000,000 — 1,000,000 0.04%

黃心華 8,100,000 10,450,000 1 18,550,000 0.74%

高錕 500,000 — 500,000 0.02%

黎垣清 37,130,000 14,700,000 2 51,830,000 2.07%

林百里 70,800,000 — 70,800,000 2.83%

梁廣偉 53,800,001 69,400,000 3 123,200,001 4.92%

盧偉明 23,680,000 22,000,000 4 45,680,000 1.82%

辛定華 500,000 — 500,000 0.02%

黃月良 500,000 — 500,000 0.02%

附註：

(1) 黃先生持有的10,450,000股股份中：

(a) 3,2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並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
誠計劃為黃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
年為限；

(b) 75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技
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黃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的日期止；

(c) 2,500,000股股份受兩年歸屬期限制，並由HSBC Trustee根據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
份獎勵方案為黃先生的利益持有；及

(d) 4,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因此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首
次公開招股前購股計劃）為黃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起至上市日
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的日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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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黎先生持有的14,700,000股股份中：

(a) 4,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計
劃為黎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年為
限；

(b) 2,3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黎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c) 3,400,000股股份受兩年歸屬期限制，並由HSBC Trustee根據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
份獎勵方案為黎先生的利益持有；及

(d) 5,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首次公
開招股前購股計劃為黎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起至上市日期二
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3) 梁先生持有的69,400,000股股份中：

(a) 12,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並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
忠誠計劃為梁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
四年為限；

(b) 13,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梁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c) 14,400,000股股份受兩年歸屬期限制，並由HSBC Trustee根據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
股份獎勵方案為梁先生的利益持有；及

(d) 30,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首次公
開招股前購股計劃為梁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起至上市日期二
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4) 盧先生持有的22,000,000股股份中：

(a) 7,2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
計劃為盧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年
為限；

(b) 3,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盧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c) 4,800,000股股份受兩年歸屬期限制，並由HSBC Trustee根據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
份獎勵方案為盧先生的利益持有；及

(d) 7,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首次公
開招股前購股計劃為盧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起至上市日期二
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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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公司股份的淡倉

‧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佔本公司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直接擁有 實益擁有 附註 總計 的百分比

黃心華 — 3,950,000 5 3,950,000 0.16%

黎垣清 — 6,300,000 6 6,300,000 0.25%

梁廣偉 — 25,000,000 7 25,000,000 1.00%

盧偉明 — 10,200,000 8 10,200,000 0.40%

附註：

(5) 黃先生持有的3,950,000股股份中：

(a) 3,2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
計劃為黃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年
為限；及

(b) 75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技
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黃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6) 黎先生持有的6,300,000股股份中：

(a) 4,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
計劃為黎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年
為限；及

(b) 2,3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黎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的日期止。

(7) 梁先生持有的25,000,000股股份中：

(a) 12,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
誠計劃為梁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
年為限；及

(b) 13,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梁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8) 盧先生持有的10,200,000股股份中：

(a) 7,2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作為託管人的HSBC Trustee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忠誠
計劃為盧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歸屬日期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四年
為限；及

(b) 3,000,000股股份受禁售限制，由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受託人，根據晶門科
技有限公司的僱員股份獎勵方案為盧先生的利益受託持有，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起至上市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後滿十二個月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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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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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務證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
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擁有根據上市規則中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主要股東（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本公司董事或

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
存置的登記名冊的權益如下：

佔本公司股權

主要股東名稱 身分 好倉／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附註 的百分比

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 受託人 好倉 174,740,250 1 6.98%

淡倉 174,740,250 1 6.98%

國際前瞻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51,980,000 6.30%

華威世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51,980,000 6.3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受託人／所歸屬的權益 好倉 244,393,520 3 9.76%
淡倉 121,223,520 4 4.48%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控制的公司應佔權益 好倉 139,000,000 2 5.80%

附註：

(1) Cardio Investments Limited為受託人，受到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計劃和晶門科技有限公司採納的僱員
股份獎勵方案的受益人所託持有該等股份。

(2) 由於勝華科技（開曼）有限公司及Wintek (BVI) Corporation均為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故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勝華科技（開曼）有限公司擁有72,000,000股股
份，而Wintek (BVI) Corporation則擁有67,000,000股股份。

(3) 在該244,393,520股股份中：

(a)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以受託人身分為受益人合共持有121,393,520股股份，其中
121,223,520股股份為根據本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份獎勵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以受託形式為
受益人持有；及

(b)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有權於Shui On Company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
使三分一或以上的投票權，因此被視為於Extreme Performance Limited持有的123,000,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4)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以受託人身分，根據本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股份獎勵計劃及股
份獎勵計劃以受託形式為受益人合共持有121,223,52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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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董事會採納一項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以及符合上市

規則章數17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目的為讓參與者有機會獲得於本公司的專有權益，並
鼓勵參與者為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而努力工作，令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而言受惠。

下表披露期內根據該計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及其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參與者姓名 附註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六月三十日

董事

張景溢 (a) 無 800,000 800,000

蔡國雄 (a) 無 500,000 500,000

黃心華 (a) 無 300,000 300,000

高錕 (a) 無 500,000 500,000

黎垣清 (a) 無 300,000 300,000

林百里 (a) 無 800,000 800,000

梁廣偉 (a) 無 800,000 800,000

盧偉明 (a) 無 300,000 300,000

辛定華 (a) 無 500,000 500,000

黃月良 (a) 無 500,000 500,000

高級管理層

總額 (a), (b) 無 1,000,000 1,000,000

總計 6,300,000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按發行價1.75港元授出。每名董事及僱員就獲授的購股權支付的
現金代價為每份購股權1港元。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九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十日期間內任何時
間行使。回顧期內並無購股權已失效、被註銷或已行使。

(b) 高級管理層成員包括林信義先生及馮雷潔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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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購股權已於上市前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授出，董事認為，所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平值未能

可靠地估計，因為於授出日期本公司的股份並無活躍的市價。

所授出的購股權的財務影響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內記錄，直至購股權獲行使的當時

為止，且並無就期內授出的購股權的價值在收益表內確認開支。於購股權獲行使後，本公司在賬內

將因此而發行的股份按面值列為額外股本，本公司並於賬內將每股行使價超出股份面值的金額列入

股份溢價賬。於行使日期前已失效或被註銷的購股權已從尚未行使購股權的登記冊內刪除。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在購股權計劃下，本公司並沒有授予或同意授予購股權。

公司管治

據各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由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上市日期）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任何時間內，並無或曾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巿證券

由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巿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大部份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核本集團採納的

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賬目。

投資者關係及溝通

本公司透過與機構投資者及分析員定期舉行會議，採納積極的政策促進投資者關係及溝通。為了

有效向利益團體發佈公司資料，本公司將定期更新網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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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本公司將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向聯交所呈交根據上巿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等段（包
括兩段）規定披露的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梁廣偉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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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料

財務資料披露時間表

公佈中期業績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日期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派付中期股息 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

財務年度結算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東查詢

股份過戶及登記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投資者及證券分析員的查詢 陳偲然女士

企業傳訊經理

晶門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新界沙田

香港科學園

科技大道東3號6樓

吳慧怡女士

客務總監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

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一座29樓A室

股份上巿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巿，股份代號：2878。

網址

www.solomon-sys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