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78）

二 零 零 四 年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182%，是由於銷售更多彩色顯示器IC所致

‧ 純利增加161%至59.2百萬美元

‧ 每股盈利為2.48美仙或19.3港仙，增加127%

‧ 董事已議決宣派末期股息每股1.54美仙或12港仙

‧ 每股股息總額合共為1.88美仙或14.6港仙

‧ 本年度的股本回報率達52%

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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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

度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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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1 308,238 109,339

銷售成本 (211,651) (63,294)

毛利 96,587 46,045

其他收益 1 460 67

研究及開發成本 (11,599) (7,743)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67) (994)

行政開支 (11,669) (9,510)

其他經營開支 (108) (142)

經營溢利 2 72,004 27,723

融資成本 3 (2) (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4) －

除稅前溢利 71,808 27,721

稅項 4 (12,641) (5,036)

股東應佔溢利 59,167 22,685

股息 5 63,054 －

每股盈利（美仙） 6

　基本 2.48 1.09

　攤薄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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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1.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設計、開發及分銷集成電路（「IC」）。於年內的經確認收益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 308,238 109,339
-------------- --------------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395 67

　其他收入 65 －

460 67
-------------- --------------

總收益 308,698 109,406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一直在單一業務分部經營，即研究、設計、開發及分銷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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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台灣 121,791 32,226

香港特區 97,579 47,277

日本 62,873 24,004

韓國 11,425 3,196

新加坡 8,690 276

中國內地（「中國」） 4,123 11

美國 400 1,947

其他 1,357 402

308,238 109,339



– 4 –

2. 經營溢利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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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扣除

出售固定資產的虧損 － 1

核數師酬金 108 28

自置固定資產的折舊 3,932 1,089

租賃固定資產的折舊 5 2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 490 343

包括在研究及開發成本的專利及知識產權攤銷 675 900

包括在行政開支的商譽攤銷 291 317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10,868 10,414

㶅兌虧損淨額 156 77

呆賬撥備 1,174 198

陳舊存貨撥備 4,232 768

3.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租賃的利息部分 2 2

4. 稅項

在綜合損益賬內支銷的稅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稅項：

　香港利得稅 13,385 4,823

　以往年度的（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86) 152

　遞延稅項 (558) 61

稅項開支 12,641 5,036

香港利得稅已按17.5%（二零零三年：17.5%）的比率就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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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內並無在各自的司法管轄區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三年：無），故此，

並無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所得稅撥備。



– 5 –

5.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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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經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晶門科技有限公司（「晶門科技」）

　 　批准及已派予其當時的股東：

　已派付二零零二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6港元

　（約3.4美仙）（附註(i)） － 6,122

(b) 本公司已宣派股息：

已派付二零零三年業績應佔的

　二零零四年第一次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66港元（約0.85美仙）（附註(ii)） 16,039 －

已派付二零零四年第二次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26港元（約0.34美仙）（附註(iii)） 8,360 －

建議宣派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12港元（約1.54美仙）（附註(iv)） 38,655 －

63,054 －

附註：

(i) 於派付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時，晶門科技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83,290,271股。

(ii)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董事已宣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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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已宣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26港元。第二次中期股息已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派付。

(iv)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舉行的會議，董事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2港元。擬派的末期股息並未於

該等賬目中列作應付股息反映，但將會列作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盈利分配。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59,167,000美元（二零零三年：22,685,000美元）而計

算。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385,681,198股（二零零三年：2,074,852,711股）計算。

在釐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合共2,074,852,711股普通股被視為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已經發

行。

每股攤薄盈利資料是根據2,385,892,274（二零零三年：2,074,852,711）股普通股計算，即年內已發行股份的

加權平均股數，並假設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則再加上被視為無償發行加權平均股數211,076股普

通股。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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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要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茁壯成長，商機不斷。集團於年內經歷了數項重要發展。第一是議價能

力的轉移。市場由上半年的供應商主導，轉為下半年的顧客主導。不論是何種情況，憑藉

集團的經驗及管理隊伍的積極表現，集團均能於供求轉變中取得優勢，找尋和爭取更多業

務，並為集團帶來更佳財務表現。第二，流動電話市場大約增長30%。受為彩色顯示器及雙

顯示器的日漸普及所帶動。集團在此業務方面有可觀的增長。第三，集團能策略性地於適

當時間以合理的價錢推出更多產品。第四，集團認可更多合資格的代工廠，從而提升生產

能力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業務需求，事實證明集團的遠見是正確的，因為當產品需求上升和

業務達到頂峰時，集團的產能亦能配合這一需要。最後，採納無生產線的經營模式，令集

團能迅速及更具彈性地面對市場轉變。

早於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需求於二零零四年初急劇上升前，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已開始認

可更多合資格的代工廠。由於能確保具規模的晶片供應，集團亦因此較容易擴充其業務。

此外，集團亦投資了相當的時間及人力擴展其客戶層。在新設計項目方面（用以量度集團的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 被客戶採用的情況），集團於年內取得130個集成電路晶片設計項目，

按年增長率達11%。假設二零零四年全球流動電話中約30%擁有雙顯示器，而全球的流動電

話付運量約為六億八千萬部，集團相信其於全球流動電話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市場佔有

率約為16%。

回顧過去，集團希望與股東分享數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當中尤以集團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掛牌上市一事最為重要。上市是集團發展中的一項里程碑。儘管香港的股票市場於集團

上市之時開始冷卻，集團仍成功吸引到機構投資者的興趣，而集團的首次公開招股反應亦

相當理想。上市後僅僅五個月，公司便被挑選為囱生成份股指數的成份股。是項挑選由囱

生指數顧問委員會決定，充份反映出集團擁有一定的市值及其股票的流通量。

為了增加公司股份的公眾持股量及流通性，公司為其創投基金股東策劃了一次股份配售。

是次股份配售經過完備的籌劃和執行，以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一日的收市價輕微折讓完成。

股份配售約為公司股本的11%，不但為創投基金股東提供一個出讓股權的機會，同時亦除去

一些機構投資者對集團往後配股的憂慮。於股份配售後直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司股份每日的平均流通量為16,700,000股，較集團由首次公開招股當日至股份配售日期間

的平均流通量11,300,000股有所上升。根據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料，公眾

人士持有超過60%公司已發行的股票。

最後，集團對能夠獲得由不同界別，顧客、半導體行業、以至投資界所頒發的多個獎項，

感到相當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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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盈利

於二零零四年全年，集團的營業額上升182%至308百萬美元。此強勁增長正好反映集團專注

於彩色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擴展客戶𡡷及增加市場佔有率的決定正確。此業務策略亦令

集團毛利按年增加110%至96.6百萬美元。為進一步增加市場佔有率，集團制定了一套積極

而具競爭優勢的價格策略，集團於二零零四年的毛利率為31.3%，而二零零三年則為

42.1%。

集團於年內的純利為59.2百萬美元，較去年上升161%。純利率則為19.2%，而二零零三年則

為20.8%。集團於年內實施一系列營運措施以控制成本，以確保集團之純利增長較毛利增長

為高。

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集團於年內的淨現金流量為39.4百萬美元，而集團於年底的淨現金為125百萬美元，而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現金為37.2百萬美元。現金水平的變動主要由於(1)於二零零

四年四月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淨額91.9百萬美元(2)派發中期股息24.4百萬美元(3)資

本支出8百萬美元(4)因擴充業務而須要的周轉資金30.3百萬美元。由上市籌集的資金，集團

會繼續投資於產品開發、利用現金以確保足夠生產力，以及保持一定的現金水平以應付一

般企業需要。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並無任何借貸，而現金結餘則主要存放

於利息戶口。

所有應收賬款及大部份應付賬款以美元結算。集團經常緊密監察外幣匯率，從而獲得有利

的㶅率以美元兌換其他貨幣，以支付當地營運開支。於回顧期內，由於集團認為其外匯比

重不高，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外幣兌換風險。

鑑於集團於年內錄得純利及擁有較充裕之現金水平，董事局宣佈向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名列集團登記名冊之股東派末期股息每股12港仙。總括而言，集團首次公開招股後的全年

股息為14.6港仙，派息比率約為80%，以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上市價1.75港元計算，回報率

為8.3%。

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集團運用了總共8百萬美元的資本開支，以支付電腦硬件、研發設備、封裝

以及測試器材。現時，集團所有的研發設備均位於集團的辦事處，而所有的生產設備則委

託供應商代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沒有實質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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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產品付運量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集團的業務增長在某程度上受到全球晶圓短缺的影響。於下半年，

集團認可了更多的生產設施，以應付客戶訂單。二零零四年的訂單出貨比率為1.2，反映出

集團的業務有上升趨勢，並擁有充裕的手頭訂單帶進至二零零五年。總括而言，集團的顯

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付運量按年增加120.8%至157百萬件。此強勁增長主要受集團的彩色顯

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日漸普及所帶動。由於產品組合的改變，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付運更多彩

色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集團的產品平均售價由二零零三年的1.53美元增加至1.96美元。

儘管市場對單色STN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需求已逐漸放緩，但集團的有關產品於二零零

四年錄得5.6%的增長。而彩色STN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 之需求則大幅上升336.6%。顯著的

增幅主要受幾個因素影響，包括推出更多新產品、客戶的支持以及於適當時間以合理的價

錢推出更多產品等。另一個令人鼓舞的成績，是應用於著名流動電話品牌如Motorola V3的

TFT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之量產。TFT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推出證明集團有能力製造和推

出計劃中的產品。受惠於全球對MP3播放器不斷上升的需求，集團的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

晶片亦錄得穩健增長，年增長率達127.4%。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付運量（百萬件） 2004 2003 增長(%)

單色STN 47.1 44.6 5.6

彩色STN 88.2 20.2 336.6

TFT 7.1 0.0 不適用

OLED 14.1 6.2 127.4

其他 0.5 0.1 400.0

總數 157.0 71.1 120.8

附註：其他包括圖形控制器、電子手賬及其他

為保持集團領先及具競爭力的市場地位，集團於年內採納了以下的成本控制措施，分別

為：

‧ 採用更先進的技術

‧ 高度集成功能

‧ 改善產能

‧ 減省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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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供應商策略性定價

‧ 認可更多晶圓代工廠及供應商

新產品及客戶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共投產16種新產品，當中大部分為與流動電話相關之顯示器集成電路

晶片，這些產品已直接供應至模組市場，最後為全球流動電話品牌所應用。為推廣這些最

新產品及技術，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參與了多項國際展覽及會議。

集團的產品質素及客戶服務備受各界認同，於二零零四年更獲客戶頒贈超過十個獎項。

憑藉其廣泛的銷售網絡及完善的客戶服務，集團進一步擴大其客戶層，例如與集團業務往

來金額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客戶數目便由二零零三年的十一名上升至二零零四年二十八名。

現時，集團為全球超過70個的模組製造商提供服務，當中大部份主要位於亞洲地區。

集團相信全球頂級流動電話品牌已經或已開始採用集團的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於非流動

電話範疇，集團亦已推出一系列主要產品，為集團贏得行內殊榮或業務。例如集團的電

「紙」(e-paper)驅動控制器集成電路晶片便於二零零四年十月榮獲香港電子業商會創新科技金

獎及全場大獎。此外，集團亦特別設計了一種應用於高端打印機中的圖形控制器，以及應

用於MP3播放器的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

科研發展

研發能力乃集團其中一項主要的競爭優勢。集團的管理隊伍定期監察集團的研究所得及客

戶對產品特色及特性的新需求，目標是開發出更小巧、快速及省電的集成電路晶片，更重

要的是滿足並超越客戶的期望。

於過去十二個月，集團的研發成本約為11.6百萬美元，而從事研發的員工數目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增加至超過120名。員工數目的上升為集團業務擴充計劃的一部份，目的

是應付更多來自客戶的商機，及以令其創新產品於行內保持競爭力。展望未來，集團將繼

續增強其研發隊伍。

集團旗下三間分別位於香港、深圳及新加坡的技術中心，專責為現有和未來產品進行研發

工作。香港的研發隊伍開發一系列完善的產品，深圳技術中心則負責處理特別項目，而於

二零零四年四月成立的新加坡技術中心，則專門開發多媒體集成電路晶片及知識產權。

在技術層面方面，集團的晶圓技術能夠處理達致0.18μm的晶圓。現時，集團的生產大部份

使用0.25μm或0.35μm的晶圓。於二零零四年，集團擁有4項專利及發表了6篇有關科技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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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移動顯示器

集團二零零四年的營業額及純利增長，成績驕人。於二零零五年，集團預期大部份的營業

額將來自移動顯示器範疇，而其中四種不同的顯示器技術預期將有不同的增長。

由於手提電話和其他消費品產品市場不再流行單色顯示器，單色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付

運量預期亦將隨之下降。另一方面，TFT顯示器將漸趨普及，其需求亦將因此而急劇增加。

集團仍然認為傳統的彩色STN 顯示器將繼續於流動電話市場保持一定位置。至於OLED 顯

示器方面，集團相信流動電話使用者須要一段時間去認識OLED 顯示器的獨有特色及優

點。然而，應用於MP3播放器的OLED顯示器則已廣為大眾使用。

為減低價格壓力，集團將利用新的晶圓處理技術，以注入更多增值功能 (value-added

features)至其新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系列之內。另外，集團將重新組合資源，專注於主要客

戶的業務以及推動其新產品的銷售。

大屏幕顯示器

依照原定計劃，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底專注於改良大屏幕顯示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並與潛

在的製造商認可該集成電路晶片的資格。於二零零五年，集團計劃於上半年推出應用於液

晶體顯示器電視、液晶體顯示器屏幕以及筆記簿型電腦的大屏幕顯示驅動器集成電路晶

片。

現時大屏幕顯示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市場十分龐大，競爭亦頗為激烈。然而，集團的產品

將較其他競爭對手擁有更低成本及更先進功能。因此，大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業務將為

集團的營業額及純利帶來一定貢獻。集團認為進入大屏幕顯示器市場將有助集團把握於未

來湧現的數碼廣播商機。此外，製造大屏幕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將為集團的移動顯示器業

務帶來規模效益。

新型顯示器

新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能應用於消費電子產品及新式應用方面，例如先進的數碼相機取

景器、頭戴式電子器材、可扭曲計時器及電子價錢標籤。如前述，集團已成功推出電「紙」

驅動控制器集成電路晶片。現時，集團正積極開發可應用於零售及物流業等可扭曲顯示器

產品，並開發該市場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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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除了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集團亦計劃於二零零五年推出可應用於如流動電話樂曲及多媒

體的集成電路晶片新產品。集團預期這些新產品於二零零五年對集團的營業額貢獻將會有

限，然而，集團認為多媒體範疇於未來數年的發展潛力將是不容忽視的。

作為一家科技公司，集團將會密切注視並取得與其研發或產品有關之最先進科技。集團並

會成立投資部門進行企業創投，以投資於相關的科技以及達到業外增長的目的。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由上市日期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上市期間」），本公司概無贖回本公司任何

股份。於上市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的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的最佳應用守則

於本年度整年，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當時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是經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刊發的「審核委員會

有效運作指引」及上市規則最新版的有關條文後編製及採納，其中列明審核委員會的權力及

職責。

審核委員會為董事會與本公司的核數師之間就集團審核範圍內提供重要的聯繫，亦審閱外

聘審核及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的效用。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

成，即蔡國雄先生、辛定華先生及黃月良先生。於今個財政年度內已舉行兩次會議。

暫停股份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四月四日至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末期股息，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五年四月

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或以前，送達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本公

司股份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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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本公司將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向聯交所呈交根據上巿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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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梁廣偉先生、黃心華先生、黎垣清先生及盧偉明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林百里先生、張景溢先生及黃月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國雄先生、辛

定華先生及高錕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