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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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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變動

銷售額 50.8 103.4 - 51%

毛利 11.0 25.0 - 56%

（虧損淨額）／純利 (6.0) 9.8

美仙

　每股（虧損）／溢利 (0.25) 0.40

　每股股息 — 0.13

訂單出貨比率 0.90 0.67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變動

總資產 189.2 202.4 - 7%

股東權益 160.6 172.1 - 7%

‧ 銷售額為50.8百萬美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虧損淨額約 6.0百萬美元

‧ 每股基本虧損0.25美仙（1.95港仙）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訂單出貨比率為0.90

銷售額（百萬美元） 虧損淨額／純利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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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虧損／溢利（美仙） 每股股息（港仙）

附註：

(i) 每股（虧損）／溢利是根據期內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ii) 每股股息是根據期末尚餘的股份數量計算。

(iii) 圖表列示的所有數字均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

的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列載。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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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銷售額 6 50,774 103,420

銷售成本 (39,761) (78,461)

毛利 11,013 24,959

其他收入 306 650

其他收益／（虧損） – 淨額 7 (1,360) —

研究及開發成本 (8,509) (9,2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90) (1,550)

行政開支 (6,957) (6,964)

其他經營開支 8(b) (1,094) (16)

經營（虧損）／溢利 (8,391) 7,869

利息收入 2,565 3,979

理財成本 (1) (1)

應佔聯營公司盈虧 (173) (159)

除稅前（虧損）／溢利 (6,000) 11,688

稅項 9 38 (1,879)

期內（虧損）／溢利 (5,962) 9,809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57) 9,809

　少數股東權益 (5) —

(5,962) 9,809

股息 10 — 3,18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虧損）／溢利

　（以美仙，每股呈列） 11

　基本 (0.25) 0.40

　攤薄 (0.24) 0.39

第7至第19頁的附註為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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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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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商譽 931 931
　物業、機器及設備 8,714 8,88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2,715 2,03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3 3,610 4,686

15,970 16,533

流動資產
　存貨 12,172 15,291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18,597 29,365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15,988 3,234
　其他財務資產 8,410 3,749
　已抵押的銀行存款 130 130
　短期銀行定期存款 61,912 1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998 124,069

173,207 185,838

總資產 189,177 202,37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1,516 31,516
　儲備
　　擬派股息 — 6,256
　　所持本身股份 (1,477) (963)
　　其他 130,344 135,082

160,383 171,891
少數股東權益 214 219

160,597 172,11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5 9
　其他應付款－非流動 265 —
　遞延稅項負債 9 181 221

451 230

流動負債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25,413 26,554
　應繳稅項 2,605 3,343
　衍生金融工具 101 124
　融資租賃責任 10 10

28,129 30,031

總負債 28,580 30,26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89,177 202,371

流動資產淨額 145,078 155,8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1,048 172,340

第7至19頁的附註為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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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所持 股本權益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本身股份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報酬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32,251 87,968 (491) 2,082 12 9,302 48,759 179,883 — 179,883

匯兌差額 — — — — 150 — — 150 — 150

已派股息，扣除所持本身股份部份 — — — — — — (12,802) (12,802) — (12,802)

回購股份 (168) (1,927) — — — — — (2,095) — (2,095)

期內溢利 — — — — — — 9,809 9,809 — 9,809

股本權益報酬 — — 188 — — 2,538 (188) 2,538 — 2,538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32,083 86,041 (303) 2,082 162 11,840 45,578 177,483 — 177,48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31,516 82,809 (963 ) 2,082 201 13,468 42,778 171,891 219 172,110

匯兌差額 — — — — 267 — — 267 — 267

已派股息，扣除所持本身股份部份 — — — — — — (6,286 ) (6,286 ) — (6,286 )

回購股份用於股份獎勵計劃 — — (671 ) — — — — (671 ) — (671)

期內虧損 — — — — — — (5,957 ) (5,957 ) (5 ) (5,962 )

股本權益報酬 — — 157 — — 1,139 (157 ) 1,139 — 1,13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1,516 82,809 (1,477 ) 2,082 468 14,607 30,378 160,383 214 160,597

第7至19頁的附註為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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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使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4,673) 49,10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 (56,343) (37,356)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 (6,961) (14,9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67,977) (3,158)

匯兌變動的影響 (94) 181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069 110,42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998 107,4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998 107,445

第7至19頁的附註為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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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無生產線半導體公司，

專門設計、開發、銷售專有集成電路晶片（「IC」）及系統解決方案，能廣泛應用於顯示產品，如：流動電話、

便攜式裝置、液晶體電視及其他創新的消費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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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號（一九六一年法律三，經綜合及修訂）（「開曼

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注冊辦事處的地址為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而其香港總辦事處的地址

為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3號6樓。

本公司自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起，一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列明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均以美元作呈列單位。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於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的未經審核之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發行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等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二零零七年的年報一並閱讀。

3. 會計政策
期內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致。

在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及後的財政年度生效的

新準則、修正和詮釋（「新香港財務準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2 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額、最

低資本規定及相互之關係

新香港財務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改變，亦沒有對現在和前期的財務狀況編製和呈報構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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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及修訂準則、修正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正）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正） 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3 顧客忠誠計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準則、修正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狀況將不會帶來重大影響。

4. 財務風險管理

4.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因其業務須承受各種不同的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和價格風險）、信貸風險、流動

資金風險和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風險。

(a) 市場風險

(i) 外匯風險

本集團經營跨國業務，承受各類貨幣，主要包括港元及其他亞洲貨幣，如人民幣、日元、

新加坡元及新台幣所產生的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因日後進行的商業交易，已確認的資產和負

債及海外業務的投資淨額而產生。收益及大部份銷售成本均以美元為單位。大部份資產及負

債均以美元為單位。外匯風險主要由營運費用部分所產生。

(ii) 價格風險

本集團承受證券價格的風險，因為本集團持有的投資為分類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之可供

出售或以公平值於損益表入賬的財務資產。本集團並沒有商品價格之風險。本集團處理投資

上所產生之價格風險是透過分散不同的投資組合或投資於高流量和高息率的藍籌證券。

(b)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客戶主要為具穩健財務背景的分銷商。此外，本集團已有一套既定政策，確保產品於適

當信貸期及信貸額內銷售予客戶。

信貸風險以組合方式處理。信貸風險產生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存款，同時

集團亦承受客戶的信貸風險，包括應收而未收取款項。存款只會存放於商譽良好的銀行。至於客

戶的信貸，本集團的管理層會就客戶的信貸能力、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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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風險管理（續）

4.1 財務風險因素（續）

(c)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採用審慎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維持足夠的現金及透過取得足夠的已承諾信貸額而獲得資

金。由於本集團的基本業務性質變化大，故其致力保持有可供動用的承諾信貸額以維持資金來源

的靈活性。

(d) 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風險

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銀行存款和其他財務資產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或負債。由於本集

團並無借貸，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限期條款均屬短期，故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風險被視為

不高。

4.2 資金風險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金的目標為確保集團持續營運、提供回報予股東及利益予同業，並以減低資金成本而達至

最佳的資金結構。為維持或調整資金結構，本集團可能會調整派付股息之金額、退還資金予股東或回購

股份。

期內，本集團並無借貸。權益減少主要是派付股息及期內虧損。

4.3 公平值估計
在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例如：公眾可買賣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根據結算日的市場報價列賬。

不能於市場公開交易，但能於有商譽的金融機構提供報價（例如：與證券掛漖的結構性產品）的金融工

具之公平值的釐定，是適當地參考發行商的報價或有商譽的金融機構提供的資料。

沒有任何活躍市場報價之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其公平值未能準確地估算者，以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呈列。

應收款及應付款的面值減去估計信貸調整，與其公平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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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鍵會計估算及判斷
估算及判斷會持續予以評估，並以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在某些情況下對未來事件的合理預計）為依據。

本集團對未來作估算及假設。根據定義，所得的會計估算極少與相關的實際結果相同。所作的推算及假設可

能存在重大風險，並導致下一財政期間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有重大調整的項目在下文論述。

5.1 所得稅
本集團需繳納若干司法權區的所得稅。釐定各地所得稅撥備涉及重大判斷。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所涉及

的交易及計算均難以對最終稅務作出明確釐定。本集團根據對預計有否額外稅項的負擔，就稅項審計事

項以確認增加稅項負債。倘該等事項的最終稅項結果與初步記錄金額有別，該差異將影響釐定稅項期間

的所得稅及遞延稅項撥備。

5.2 股本權益報酬
就本集團的股本權益報酬計劃釐定總開支時，本集團估計於授出當日預期可予行使、歸屬的購股權或股

份的數目。於購股權／股份全面行使／歸屬前的各結算日，倘預期可予行使、歸屬的購股權或股份數目

與先前的估計有別，則本集團將會修訂總開支。

5.3 物業、機器及設備與折舊
本集團就其物業、機器及設備釐定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相關折舊費用。倘可使用年期與先前估計有別，則

本集團會修訂折舊費用，或將已棄用或出售的技術上過時或非策略性資產撇銷或撇減。

5.4 衍生產品及其他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不在公開市場交易之金融工具的公平值，但能於有商譽的金融機構提供估值（如：與結構性產品掛漖的

資本價格），其公平值的釐定是恰當參考發行商的報價或有商譽的金融機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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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

(a)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部
於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銷售專有IC及系統解決方案，能廣泛應用於顯示產品，如流動電

話、便攜式裝置、液晶體電視及其他創新的消費電子產品。

本集團一直在單一業務經營，即設計、開發、銷售專有IC及系統解決方案。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銷售額分別為50,774,000美元及103,420,000美元。

(b)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經營其業務。本集團主要銷售予在香港、台灣、中國大陸

 （「中國」）及日本的客戶。

(i) 銷售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34,370 76,263

台灣 6,525 13,151

中國 3,581 1,849

日本 2,670 3,622

東南亞 1,888 5,998

韓國 516 679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259 99

其他 965 1,759

50,774 103,420

銷售額按客戶所在地區／國家分類。

(ii) 總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169,103 178,718

台灣 6,711 11,835

其他 13,363 11,818

189,177 202,371

資產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分配。其他包括中國、日本、東南亞、韓國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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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續）

(b)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部（續）

(iii) 資本開支

投資於

物業、機器及設備 聯營公司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849 196 — 200 — —

中國 201 45 857 — — —

台灣 847 101 — — — —

東南亞 388 3 — — — —

美國 — — — — — 1,642

其他 — — — — — —

2,285 345 857 200 — 1,642

資本開支是根據資產的所在地予以分配。

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公平值收益 240 —

　－公平值虧損 (1,606) —

其他財務資產 (17) —

衍生金融工具 23 —

(1,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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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a) 包括在銷售成本、研究及開發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和行政開支的支出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自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2,792 3,124

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 7 7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 642 521

董事及僱員報酬

　－股本權益報酬 1,139 2,538

　－非股本權益報酬 9,631 7,908

匯兌盈利淨額 (161) (89)

應收款減值撥備 7 3

過時或滯銷存貨撥備／（回撥） 2 (149)

存貨報廢 1,324 1,046

(b) 其他經營開支的支出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撥備 1,076 —

9. 稅項
本集團因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而毋須作香港本期利得稅撥備。香港利得稅已按二零零七年17.5%的稅率就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計算。 海外溢利之稅項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及依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2,261

　－海外利得稅 (3) 1

以往年度低估的撥備 5 —

遞延稅項 (40) (383)

稅項 (38)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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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a) 上年度應佔股息，期內經批准及已派發：

已派付二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2港元（約0.26美仙）(i) 6,286 —

已派付二零零六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4港元（約0.51美仙） — 12,802

6,286 12,802

(b) 期內應佔股息：

已派付二零零七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1港元（約0.13美仙） — 3,182

附註：

(i)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0.02港元（約0.26美仙）。末期股息已於二零零八年

五月二十二日派發。

11. 每股（虧損）／溢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是根據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虧損5,957,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溢利：9,809,000美元）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溢利是根據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所持本身股份）加權平均數2,412,217,765股

（二零零七年：2,461,715,063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溢利的資料乃按2,432,154,507股（二零零七年：2,485,384,312股）普通股計算，而每股攤

薄溢利乃根據假設期內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已作轉換（惟不包括未獲分配所持本身股份）的已發行經調整加權

平均普通股數計算。其計算乃根據附於未行使購股權的認購權利的貨幣價值以公平值（按年內本公司的股份

的市場平均價決定）來獲得的股數計算。根據上述方法所計算出的股數將會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所發行的股數

相比較。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2,412,217,765 2,461,715,063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已分配所持本身股份 19,936,742 23,669,249

　－購股權 —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溢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2,432,154,507 2,485,38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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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本集團以現金作價6,000,000人民幣（即857,000美元）收購了深圳市愛國者嵌入

式系統科技有限公司20%的股本權益。該公司從事設計、開發及銷售流動多媒體解決方案。應佔聯營公司收

購後虧損為20,000美元。收購時之資產淨額詳列如下:

未經審核

於聯營公司

公平值 賬項所列之面值

千美元 千美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4 354

無形資產 182 182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8 148

存貨 115 115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403 403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192) (192)

資產淨額 1,010

已收購的淨資產的公平值 202

現金償付 857

商譽 655

商譽源自收購該聯營公司後而獲得人才及業務的協同效益。

1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6,337 6,337

減：減值虧損撥備 (2,727) (1,651)

3,610 4,68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售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所有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均為非上市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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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款 14,093 24,843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38) (395)

應收款－淨額 14,055 24,448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4,542 4,917

18,597 29,365

應收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10,365 11,164

1日－30日 1,230 6,861

31日－60日 976 4,863

61日－90日 1,187 1,385

91日－180日 297 169

181日－365日 — 6

14,055 24,448

本集團一般按30日的信貸期向公司客戶進行銷售。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過期之應收款為3,690,000

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284,000美元）。如應收款到期日超於本集團所付予之信貸限期，將分

類為過期未付。該等到期未付之款項並未作減值，因款項皆來自不同個別無欠付紀錄之獨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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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款 18,481 19,708

應計開支 6,932 6,846

25,413 26,554

應付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17,678 14,708

1日－30日 488 4,709

31日－60日 62 193

61日－90日 29 23

超過90日 224 75

18,481 19,708

16.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股份數目 千美元 股份數目 千美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0 64,433 5,000,000,000 64,433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2,445,302,351 31,516 2,502,654,351 32,251

已回購股份 — — (57,352,000) (735)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45,302,351 31,516 2,445,302,351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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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權益報酬計劃

(a)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亦已採納分別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及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舉行

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的購股權計劃，據此，可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該計劃的參與人士包括董

事（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以及董事會認為已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或將作出貢獻的本集團任何成員的任何顧問、諮詢人、分銷商、承包商、外包商、供

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夥伴、合營公司業務夥伴及服務供應商（「參與人士」）。購股權計劃的目的是

為參與人士提供獲得本公司的資本權益及其股份的機會，且符合本集團的利益，亦可作為靈活方法挽

留、激勵、獎勵、酬謝及補償參與人士。該計劃的條款是遵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條文（「上

市規則」。

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的變動及其有關行使價列載如下：

未經審核

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港元 一月一日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2.695 6,100,000 (6,100,000) —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1.980 5,500,000 — 5,500,00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1.430 1,588,000 — 1,588,00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1.430 2,382,000 — 2,382,000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1.118 6,300,000 — 6,300,000

21,870,000 (6,100,000) 15,770,000

期內，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已授出的 6,100,000股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 2.695港元）已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失效。除此之外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中的購股權授出、行使或註銷。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按每名承受人以1.0港元代價，授出11,000,000股購股權予本公司

的董事及管理層。該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行使，其行使價為每

股0.27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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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權益報酬計劃（續）

(b) 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獲本公司及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獲董

事會採納，初步涉及46,223,520股股份，由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受託人」）以受託人

身分持有，受益人則為董事及僱員。

根據股份授予受益人的條款及條件，40%股份將於授出日期後一年歸屬，而餘下60%則於授出日期後兩

年歸屬。受託人獲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批准，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初使用受託人所持有之現金，以介乎市值

0.55港元至0.65港元購入8,632,000股股份以補充受託股份數目。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受託人共

持有23,979,520股受託股份，而其中15,397,520股為已授予本集團的董事及僱員但仍未歸屬的股份。

受託人所持有的股份獎勵計劃內之股份: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一月一日 27,555,520 38,217,520

於市場購入之股份 8,632,000 —

於年內歸屬的股份 (12,208,000) (14,660,000)

於六月三十日 23,979,520 23,557,520

18. 經營租賃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列載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不超過一年 1,014 1,17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434 770

超過五年 203 224

1,651 2,166

19. 於中期報告結算日後之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本集團與微晶先進封裝技術有限公司（「微晶公司」）簽訂協議，以現金作價4.7百萬

美元收購微晶公司841,469股新股，佔微晶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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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 (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3至19頁的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貴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

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

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中期財務

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

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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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

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

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

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未有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經營成果及現金

流量。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21

財務回顧

概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銷售額為50.8百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103.4百萬美元），銷售

額下跌主要由於(1)平均售價下跌；(2)一名主要客戶業務收縮；(3)全球經濟放緩導致消費電子產品的需求下降；及

(4)因模組生產商需時消耗晶片組及模組的存貨而減少需求。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晶門科技有限公司的付運量較

去年同期下跌38%，集團產品的混合平均售價亦較去年同期下跌20%。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毛利率為21.7%，較去

年同期下降2.4%，存貨報廢佔其中之1.6%。透過改變產品組合、推行成本減省措施及持續與合約生產商進行價

格商討，集團成功抵銷部份因市場價格下跌而對毛利率構成的壓力。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毛利為11.0百萬

美元。

於回顧期內，集團繼續投放資金於研發及業務發展上，但對研發開支則較為審慎，因此能適度節省研發開支。受

(1)毛利下降；(2)就可供出售財務資產（「AFS」）作出1.1百萬美元減值撥備；及(3)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值的財務資

產（「FVTPL」）的未實現虧損作出1.4百萬美元撥備的影響，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虧損淨額為6.0百萬

美元。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錄得總經營虧損8.4百萬美元，其中5.9百萬美元乃因集成電路晶片業務銷售及毛利下降所產生，而1.1百萬

美元及1.4百萬美元則分別為AFS中一項投資減值及FVTPL的未實現虧損作出的撥備。期末，集團的總現金及銀行

存款及等價物(包括其他財務資產)達126百萬美元，而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38百萬美元。現金狀況

有所改變的主要原因是(1)派付股息6.3百萬美元及(2)收購價值14.1百萬美元的FVTPL。集團將利用現金儲備，繼續

投資於產品開發、提升生產力、進行若干策略性企業投資及一般公司營運用途。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

團概無任何重大借貸及資產變動，現金主要存放於銀行賬戶。

集團的所有應收款項及主要應付款項均以美元結算。集團會密切監察外幣兌換率，以確保能夠以有利的兌換率將

美元兌換成其他貨幣，以支付當地的營運開支。於回顧期內，由於董事會認為集團的外幣風險不高，因此集團並

無運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本開支與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集團動用了3.1百萬美元作資本開支，其中2.2百萬美元用作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另外

0.9百萬美元為策略性企業投資。所購買的物業、機器及設備主要包括EDA（自動化電子設計）工具及後工序製造設

備。

集團趁現行台灣之辦公室租約將屆滿，而尋找機會購買辦公室自用。於台灣新竹找到合適地方，作價55百萬新台

幣(約1.8百萬美元)。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簽訂預訂買賣契約書，並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支付

10%首期款項。總額的20%暫定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上旬支付，而餘下的70%將在遷入新辦公室前（暫定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支付。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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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集團與微晶先進封裝技術有限公司（「微晶公司」）簽訂協議，以代價4.7百萬美元收購微晶

公司841,469股新股，佔微晶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1.6%。除此之外，集團於回顧期內並沒有作出重大收購或出售附

屬公司及分公司。

業務回顧

訂單出貨比率及手頭訂單
於回顧期內，集團的訂單出貨比率為0.90，顯示市場充滿挑戰。除全球經濟放緩外，中國通脹壓力飆升亦減低市

場對消費電子產品的需求。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手頭訂單約為40百萬件。

產品付運量
於回顧期內，集團的顯示集成電路晶片總付運量為61百萬件，較去年同期下跌38%。由於流動電話市場繼續將需

求轉移至移動TFT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因此單色STN及彩色STN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付運量出現下跌。移動TFT

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付運量錄得穩健增幅，較去年同期上升29%至22百萬件，反映移動TFT產品系列的銷售逐漸

追上單色STN及彩色STN。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付運量較去年同期下降15%至11百萬件。OLED顯示器技

術覓得新應用範疇亦令OLED顯示器市場漸趨穩定。由於新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主要應用由流動電話轉移到電

子貨架標籤，因此該系列產品的付運量出現波動。於上半年度，集團亦付運少量顯示系統集成電路晶片。付運量

按產品類別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付運量（百萬件) 上半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零七年

單色STN 11 18 -39% 32.2

彩色STN 14 41 -66% 63.7

移動TFT 22 17 29% 29.8

OLED 11 13 -15% 29.1

新型顯示器 3 9 -67% 16.8

系統集成電路晶片 0 0 — 1.2

其他 0 1 -100% 0.6

總數 61 99 -38% 173.4

附註: 其他包括微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大屏幕顯示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及其他。

簡寫: STN全名為超扭轉型; TFT則為薄膜電晶體式; OLED為有機發光二極體。

展望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集團將集中與策略性聯盟發展項目，為客戶提供專門服務、推出全新及全面的產品及解

決方案，以鞏固其市場地位及為長遠增長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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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關係
經過一年策略性地集中資源於發展主要客戶群，集團成功取得數項大型新市場產品應用項目，包括視像影音產品

及個人導航裝置。集團將繼續支持這些策略性客戶以開拓更多商機。

現時，集團的顯示面板業務是為全球大部份主要顯示器模組製造商提供服務。集團繼續專注跟顯示器模組製造商

及終端產品製造商接洽，以確保提供最合適的產品解決方案及增值服務。期內，集團加強與中國、歐洲、日本、

韓國及台灣具領導地位的客戶及終端生產商翹楚的關係。

於顯示系統解決方案業務方面，集團為客戶提供可支援個別新興產品應用的全面顯示系統解決方案（如：流動數碼

電視、個人導航裝置、便攜式媒體播放器及其他多媒體產品）。集團更與獨立設計工作室合作，為原設計製造商提

供適時及全面系統解決方案。於回顧期內，集團推出MagusCoreTM多媒體解決方案，並率先主力發展中國流動數

碼電視的應用。憑藉更豐富的解決方案組合，集團擴展了新興消費產品應用的客戶基礎。集團於系統解決方案的

領先科技亦有助加強其與現有客戶的業務關係，並吸引新的客戶。

科研發展
過去六個月，集團於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支出約為8.5百萬美元。為支持業務繼續增長，並加強產品於市場的競爭

力，集團集中加強現有產品的功能及開發新產品，如觸控面板知識產權、動態背光控制功能、新一代行動產業處

理器介面（「MIPI」）集成電路晶片，以及備有硬件、軟件及韌體支援的流動數碼電視全面系統解決方案。於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集團已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一項專利申請及獲該局批准一項專利申請，並且在Synopsys

Users Group China 2007-2008發表了兩份技術性文章。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聘有約280名專才，從事設計及工程工作，約佔集團員工總數55%。集團的研

究與開發隊伍增聘了從事系統應用及軟件工程工作的專才，以助發展及支援其多媒體產品的全面系統解決方案。

集團的研究與開發隊伍繼續使用多種先進晶片設計技術，如90納米 (90nm) 的晶圓技術設計產品。此外，集團在

香港、深圳及新加坡成立的專門隊伍，分別擁有於混合訊號高壓集成電路晶片設計、應用軟件設計及超大規模集

成電路設計的專業技術知識。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僱員約為510名（包括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始生效之收購附屬公司而增加

了60多名僱員），其中約53%駐於香港總辦事處，其餘員工則駐於中國、日本、新加坡、台灣及美國。

作為一間建基於栽培員工專業技術發展及研發創新科技的公司，集團非常重視人力資源。為吸引及挽留人才，集

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更不斷為他們提供培訓、職業發展計劃及一流的工作環境，務求令他們更投

入為集團工作，共同為集團的成功發展而努力。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凡在二零零七年內表現卓越的僱員均獲得現金花紅。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執行董事、

個別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獲授具歸屬限制的公司股份，以表揚他們的傑出表現及鼓勵他們繼續為公司服務。集團

亦向董事會各成員授予購股權以回饋他們過去的貢獻，並鼓勵他們於未來繼續為集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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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訂單出貨比率為0.90，預期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仍然充滿挑戰。隨著集團不斷推出

創新集成電路晶片及擴大客戶基礎，以改善下半年的業務。集團將繼續致力發展多元化的產品，同時亦迅速為客

戶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

顯示面板業務

移動顯示器
此項業務的主要產品市場包括流動電話、MP3/MP4、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便攜式設備及影音系統等。主要顯示面

板技術包括單色STN、彩色STN、移動TFT、OLED顯示以至新的顯示技術如電子紙顯示。由於各種技術均擁有獨

特的顯示特性，因此它們於各種應用範疇中均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就集團下半年的業務而言，預期單色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付運量將隨著消費者由單色顯示器轉移至彩色顯示器

而逐步減少。由於移動TFT模組更具成本競爭力，令彩色STN顯示器模組的付運量受到限制，因此集團預期彩色

STN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付運量將持續下跌。集團亦預期在未來半年移動TFT液晶體屏幕將會成為移動顯示器應

用的主要面板技術，令移動TFT繼續成為主要付運的集成電路晶片產品。集團將繼續透過推出具競爭力功能及支持

多種顯示屏解像度格式的新一代驅動器集成電路晶片產品，以擴闊產品的應用範疇。

就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業務而言，市場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繼續穩健發展，由於(1)大量生產OLED顯示器

產品的技術日趨成熟；及(2)對新增應用的需求維持穩定上揚，例如為藍芽耳機、健康產品及工業應用等移動產品

應用。Passive Matrix OLED（「PMOLED」）及Active Matrix OLED（「AMOLED」）為兩大OLED技術，而集團亦繼

續成為PM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市場的領導企業，並將與尖端面板製造商發展AMOLED顯示器集成電路晶

片。

大屏幕顯示器
集團將繼續透過與中國、日本及台灣的主要大型TFT液晶體屏幕製造商建立夥伴關係以發掘更多業務商機。預期此

項業務需要一段時間才可為集團帶來收益。

新型顯示器
以產量計，集團在新型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市場處於領先地位，隨著產品繼續發展出更多應用範疇，集團對該業

務感到樂觀。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開始大量付運專為電子貨架標籤而設的產品，亦獲得多個電子紙項目的

產品設計，包括價格標籤及USB磁碟。集團相信改良後的電子紙技術將能應用於更多不同類型的產品當中。

微型顯示器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支持應用於高解像電影、立體聲3D遊戲及先進數碼相機取景器的微型顯示器集

成電路晶片及模組產品發展。

總括而言，集團有信心市場對新型顯示器的需求將會逐步上升，因此會加強研發及擴充該等業務，以確保能保持

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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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系統解決方案

顯示系統解決方案業務專注發展全面解決方案，以(1)提升顯示器影像質素及功能；(2)支持高速流動介面；及(3)帶

來高性能多媒體功能。

集團正在生產的產品如影像處理器及圖像控制器以供MP4、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數碼相架及其他便攜式消費電子

產品的應用。隨著集團設計出更多新型顯示控制器產品，預計該業務將於下半年開始大量付運。

至於高速流動介面的業務，由於集團在MIPI範疇早著先機，因此贏得行內若干頂級企業的設計項目，預期將於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生產。

集團期望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推出的高性能MagusCoreTM多媒體處理器，將為策略聯盟帶來更多商機。而應用了

MagusCoreTM多媒體處理器於CMMB（中國採用的移動數碼電視標準）制式運作的終端產品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

在中國市場推出。

系統解決方案業務能夠快速拓展，全賴新資源的支持，包括深圳解決方案中心及新收購的獨立設計工作室。這些

新資源有助發展出以現時的移動數碼電視平台為基礎的完整系統解決方案，以及協助將系統解決方案拓展至其他

如個人導航裝置及便攜式媒體播放機等高產量的產品市場。集團預期在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將出現更多與顯示器系

統解決方案有關的項目。

其他新業務

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簽訂協議，收購微晶公司的21.6%股本權益，收購完成後微晶公司將成為集團的聯營

公司。微晶公司從事開發、生產及銷售高亮度發光二極管（「LED」）產品及先進集成電路晶片產品。微晶公司亦進

行相關產品的研究、開發及諮詢工作。

集團進行該項收購，是由於持續增長的固態照明及燈箱行業蘊藏龐大潛力，加上該行業為集團提供具吸引力的平

台，能拓展該顯示器集成電路晶片的應用至節能或「環保」範疇。憑藉擁有高亮度LED的獨有技術，微晶公司將令

集團成功即時進佔該增長中的行業。與此同時，集團將開發嶄新的相關集成電路晶片產品，如LED驅動及控制器，

以配合該項投資。

集團經常檢討其業務策略，繼續發掘更多新商機，致力提高集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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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擁有的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名冊上，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佔本公司

董事名稱 直接擁有 實益擁有 總計 已發行股份

股份 購股權 股份 (i)

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定華 權益 — 1,000,000 — 1,000,000 0.04%

淡倉 — — — — —

蔡國雄 權益 1,100,000 1,000,000 — 2,100,000 0.09%

淡倉 — — — — —

黃月良 權益 — 1,000,000 — 1,000,000 0.04%

淡倉 — — — — —

執行及非執行董事

張景溢 權益 1,800,000 1,000,000 — 2,800,000 0.11%

淡倉 — — — — —

林百里 權益 800,000 1,000,000 — 1,800,000 0.07%

淡倉 — — — — —

許維夫 權益 — — — — 0.00%

（林百里之替代董事） 淡倉 — — — — —

梁廣偉 權益 121,658,308 2,020,000 1,242,000 124,920,308 5.11%

淡倉 — — 1,242,000(ii) 1,242,000 0.05%

黃心華 權益 9,578,746 1,000,000 192,000 10,770,746 0.44%

淡倉 — — 192,000(ii) 192,000 0.01%

黎垣清 權益 29,323,032 1,050,000 192,000 30,565,032 1.25%

淡倉 — — 192,000(ii) 192,000 0.01%

林信孚 權益 648,000 950,000 972,000 2,570,000 0.11%

淡倉 — — 972,000(iii) 972,000 0.04%

盧偉明 權益 32,000,179 1,000,000 192,000 33,192,179 1.36%

淡倉 — — 192,000(ii) 192,000 0.01%

附註：

(i) 股份由受託人為董事的利益持有。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及條件，40%股份將於授出日期後一年歸屬，而餘下60%則
於授出日期後兩年歸屬。

(ii) 梁廣偉先生、黃心華先生、黎垣清先生及盧偉明先生之股份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歸屬。

(iii) 林信孚先生所持有的780,000股股份及192,000股股份將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歸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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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年齡在18歲以下的子女）概無擁有

或獲授予或行使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可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的任何權利。

於期內的任何時間內，除梁廣偉先生純粹為確保有關附屬公司有一名以上股東而持有若干附屬公司的股份外，概

無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為任何安排的其中一方，讓本公司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年

齡在18歲以下的子女）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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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名冊所示，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獲知

會下列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或其衍生的股份權益及淡倉（即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擁有5%或以上權益）。該等權益

為上文披露的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權益以外者。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佔本公司

已發行

企業名稱 身份 權益／淡倉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 受控制管理公司的 權益（可供借出的股份） 187,366,419 7.66%

應佔權益

TIAA-CREF Investment 權益持有 權益 170,527,237 6.97%

　Management, LLC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

倉。



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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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的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曾向本集團的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授出購股權。購股權計劃的目的，則是為了讓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以及董事會認為將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顧問、諮詢人、分銷商、

承包商、外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夥伴、合營公司業務夥伴或服務供應商等參與人士，有機會獲得本

公司的資本權益，從而鼓勵該等參與人士對提高本公司及其股份價值，並為本集團的利益作出貢獻。購股權計劃

為本公司提供靈活方法作為挽留、激勵、獎勵、酬謝及補償參與人士。購股權計劃的條款是遵照聯交所上市規則

第十七章的條文。購股權計劃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即本公司董事會採納該購股權計劃之日）起生效，為期十

年。

兩項購股權計劃按象徵式代價為1.00港元授予每名承授人。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可按每股預先釐定的價格，認

購一股本公司的股份。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行使價應相等或高於授出日的市價。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

人可認購一股本公司的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授出11,000,000股購股權予本司董事及管理層。該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開始行使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失效，其行使價為每股0.275港元。

本公司可發行購股權，但根據購股權計劃將授出的所有獲行使的購股權之可能發行的股份總數合共不能超過批准

購股權計劃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本公司可於任何時間在獲股東批准的情況下更新此限額，並須根據上市規則

刊發通函，惟根據所有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待行使的所有未獲行使的購股權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的30%。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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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期內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持有人 持有 已失效 持有 港元 授予日期 開始 結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定華 800,000 (8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800,000 (800,000) 1,000,000

蔡國雄 500,000 (5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00,000 (500,000) 1,000,000

黃月良 500,000 (5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00,000 (500,000) 1,000,000

小計 4,800,000 (1,800,000 ) 3,000,000

執行及非執行董事

張景溢 800,000 (8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800,000 (800,000) 1,000,000

林百里 800,000 (8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800,000 (800,000) 1,000,000

梁廣偉 800,000 (8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408,000 — 408,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612,000 — 612,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820,000 (800,000) 2,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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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的詳情如下：（續）

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期內 六月三十日 行使價

持有人 持有 已失效 持有 港元 授予日期 開始 結束

黃心華 300,000 (3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300,000 (300,000) 1,000,000

黎垣清 300,000 (3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0,000 — 2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00 — 3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350,000 (300,000) 1,050,000

林信孚 60,000 — 6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90,000 — 9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800,000 — 8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950,000 — 950,000

盧偉明 300,000 (3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 — 5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300,000 (300,000) 1,000,000

小計 11,320,000 (3,300,000 ) 8,020,000

管理層及其他僱員

其他 1,000,000 (1,000,000) — 2.695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 — 1,000,000 1.98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100,000 — 1,10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650,000 — 1,650,000 1.430 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0 — 1,000,000 1.118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小計 5,750,000 (1,000,000 ) 4,750,000

總計 21,870,000 (6,100,000 ) 15,770,000

除6,100,000股購股權已失效外，期內並沒有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授予、行使或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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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高度重視企業管治。本集團經常留意在公司管治範疇內的最佳常規，並適當地將有關常規付諸實行。目前，

非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就本集團而言，則為董事總經理）之職責分開。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之委

任期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且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所載的程序膺選連任。本集團鼓勵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非執行董事修讀有關董事會職務及企業管治之教育課程，該等費用均由本集團承擔。早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註明的執行日期前，本公司已採納上述常規。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有關守則條文。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經已組成，各自具備有效的職權範圍。

高錕教授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辭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職。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會

之成員如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張景溢先生 辛定華先生 梁廣偉先生

－薪酬委員會主席 －董事會主席 －董事總經理

－提名委員會主席 －投資委員會主席

林百里博士 蔡國雄先生 黃心華先生

許維夫先生 黃月良先生 黎垣清先生

（林百里博士之替代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

　 林信孚先生

盧偉明先生

遵守上市證券發行人之董事證券買賣有關之標準守則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本集團已就董事及僱員可能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取得尚未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制訂其

不低於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書面指引。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對

上述標準守則之遵守向本集團的全體董事及有關僱員作出特別查詢，彼等均一直遵守集團的內部指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巿股份
除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7(b)中由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為股份獎勵計劃於市場購入本公司股份

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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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本集團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但

已通過內部審計聯同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投資者關係及溝通
本集團深明本公司股東有權對本集團業務及前景有更多了解，故此本集團一直採取積極態度與投資大眾（例如機構

投資者、賣方分析員及散戶投資者）溝通。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與投資者及分析員舉行共三十七個會議及

電話會議。為提升香港公眾對本集團的認識，本集團接受了多次本地傳媒訪問和安排多個本地大學及科技協會團

體參觀本公司總辦事處。本集團建議股東不時登入本集團網站(www.solomon-systech.com)，查閱本集團的最新

資訊。

中期業績於聯交所網站及公司網站公佈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公司網站(www.solomon-systech.com)

公佈所有根據上巿規則規定的財務及相關資料。

代表董事會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總經理

梁廣偉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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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日誌
財政年度結算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佈中期業績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上市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日期 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

股份代號 2878

買賣單位 2,000股

交易貨幣 港元

已發行股份 2,445,302,35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股份登記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電話：(852) 2980 1333

傳真：(852) 2810 8185

網址：www.tricor.com.hk

獨立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顧問
齊伯禮律師行

總辦事處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科學園

科技大道東3號6樓

電話：(852) 2207 1111

傳真：(852) 2267 0800

合資格會計師／公司秘書
馮雷潔霞女士

FCMA, FHKCPA, ACS, ACIS

投資者關係
梁家俊先生

副總裁－企業發展

電郵：ir@solomon-systech.com

企業傳訊
陳偲然女士 MHKIM

企業傳訊總監

電話：(852) 2207 1672

傳真：(852) 2207 1372

電郵：communication@solomon-systech.com

網址
www.solomon-sys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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