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IM Technology Group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

SIM Technology Group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績公佈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2

本本本本簡報包括簡報包括簡報包括簡報包括「「「「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除歷史事實陳述外除歷史事實陳述外除歷史事實陳述外除歷史事實陳述外，，，，所有晨訊科技預計所有晨訊科技預計所有晨訊科技預計所有晨訊科技預計
或期待未來可能或即將或期待未來可能或即將或期待未來可能或即將或期待未來可能或即將發生發生發生發生的的的的業務業務業務業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事件或發展事件或發展事件或發展事件或發展動態動態動態動態的的的的陳述陳述陳述陳述（（（（包包包包
括但不限於預測括但不限於預測括但不限於預測括但不限於預測、、、、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估計及經營計劃估計及經營計劃估計及經營計劃估計及經營計劃））））都屬於前瞻性陳述都屬於前瞻性陳述都屬於前瞻性陳述都屬於前瞻性陳述。。。。

受諸多可變因素及不明朗受諸多可變因素及不明朗受諸多可變因素及不明朗受諸多可變因素及不明朗因素因素因素因素的的的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晨訊科技的晨訊科技的晨訊科技的晨訊科技的實際業績或實際業績或實際業績或實際業績或發展趨發展趨發展趨發展趨
勢可能會與這些前瞻性勢可能會與這些前瞻性勢可能會與這些前瞻性勢可能會與這些前瞻性陳述有重大陳述有重大陳述有重大陳述有重大差異差異差異差異，，，，該等因素包括該等因素包括該等因素包括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但不限於但不限於但不限於））））
價格波動價格波動價格波動價格波動、、、、實際需求實際需求實際需求實際需求、、、、匯率波動匯率波動匯率波動匯率波動、、、、市場份額市場份額市場份額市場份額、、、、競爭情況競爭情況競爭情況競爭情況、、、、環境風險環境風險環境風險環境風險、、、、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金融及規管框架金融及規管框架金融及規管框架金融及規管框架、、、、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狀況狀況狀況狀況的的的的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成本估算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成本估算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成本估算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成本估算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的的的的風險風險風險風險及因素及因素及因素及因素。。。。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晨訊科技的該等前瞻性陳述均於本日作出晨訊科技的該等前瞻性陳述均於本日作出晨訊科技的該等前瞻性陳述均於本日作出晨訊科技的該等前瞻性陳述均於本日作出，，，，其並無義務或責任其並無義務或責任其並無義務或責任其並無義務或責任
對該等前瞻性陳述進行更新對該等前瞻性陳述進行更新對該等前瞻性陳述進行更新對該等前瞻性陳述進行更新。。。。

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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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 陳達榮陳達榮陳達榮陳達榮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業務概要 陳達榮陳達榮陳達榮陳達榮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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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財務概要財務概要財務概要財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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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二零一三年上半年財務概要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同比變化同比變化同比變化同比變化

（（（（%%%%））））

收入 787 1,317 -40%

毛利

毛利佔收入比重毛利佔收入比重毛利佔收入比重毛利佔收入比重

75

9.5%

131

10.0%

-43%

本期虧損

虧損佔收入比重虧損佔收入比重虧損佔收入比重虧損佔收入比重

(126)

(16.0%)

(58)

(4.4%)

+116%

每股基本虧損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5.0) 仙 (3.4) 仙 +47%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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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營收

(HK$百萬)

佔主營業務

營收比重%

營收

(HK$百萬)

佔主營業務

營收比重%

同比變化

%

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 408 57.1% 1,037 78.8% -60.7%

整機(ODM) 217 30.4% 792 60.1% -72.6%

手機設計服務 191 26.7% 245 18.7% -22.0%

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 217 30.4% 241 18.3% -9.7%

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 90 12.5% 39 2.9% +131.6%

主營業務營收 715 100% 1,317 100.0% -45.7%

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 72 無無無無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總營收 787 1,317 -40.3%

各業務營各業務營各業務營各業務營收比重收比重收比重收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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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百萬港元） 營業毛利

佔各自

收入比重% 營業毛利

佔各自

收入比重%

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 23 5.6% 83 8.0%

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 34 15.5% 45 18.9%

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 1 1.3% 3 8.2%

主營業務毛利 58 8.1% 131 10.0%

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 17 24% 無無無無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總毛利 75 9.5% 131 10.0%

各業務各業務各業務各業務營業營業營業營業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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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百萬港元

佔收入

比重% 百萬港元

佔收入

比重%

同比

變化%

研發費用研發費用研發費用研發費用 109 13.9% 92 7.0% +18.8%

銷售費用銷售費用銷售費用銷售費用 44 5.6% 54 4.1% -18.3%

管理費用管理費用管理費用管理費用 55 7.0% 58 4.4% -5.3%

營業費用總額 208 26.5% 204 15.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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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上半年

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131)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56)

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 (46)

新造銀行借貸新造銀行借貸新造銀行借貸新造銀行借貸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18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0)

應應應應收收收收委託貸款之投資委託貸款之投資委託貸款之投資委託貸款之投資 (5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現金流出淨額 (133)

期初現金結餘

（未包括應退還股東之供股超額認購現金）

57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銀行結餘銀行結餘銀行結餘銀行結餘

（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

441

淨現金結餘減銀行借貸淨現金結餘減銀行借貸淨現金結餘減銀行借貸淨現金結餘減銀行借貸 210

負債比率負債比率負債比率負債比率（（（（銀行借貸銀行借貸銀行借貸銀行借貸／／／／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7.7%

現金流量表概要現金流量表概要現金流量表概要現金流量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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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二年
全年

變化（%）

流動比率

（倍） 2.1 1.9 +10.5%          

存貨週轉率

（天） 75 64 +17.2%

應收賬款週轉率

（天） 84 31 +171.0%

應收票據週轉率

（天） 18 46 -60.9%

應付賬款週轉率

（天） 59 101 -41.6%

財務比率財務比率財務比率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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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

**** 無線無線無線無線通訊模塊通訊模塊通訊模塊通訊模塊

*  *  *  *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模模模模塊塊塊塊

*  *  *  *  物業發展物業發展物業發展物業發展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業務概要業務概要業務概要業務概要



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銷售手機及解決方案

• 晨訊面對價格戰衝擊，面向國內運營商集中採購
的ODM業務大幅收縮

• 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相比，日系客戶等高端ODM
業務也嚴重不足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及解決及解決及解決及解決方案方案方案方案的的的的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

•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在我們日系客戶業務停滯不
前的同時，其他高端ODM客戶及其業務量相對較
少，因此導致手機毛利率大幅下跌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無線通訊模塊及及及及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

• 受市場競爭激烈及材料供應短缺的不利影響，營
業額及毛利都略有下降

• 晨訊加大了對3G、4G模塊產品的研發投入，使分
部溢利明顯下降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及及及及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毛利率

• 營業額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大幅增加，此乃由於
本集團的電容式觸摸屏業務在當時剛剛起步，交
付量及營業額均較少

• 由於液晶顯示模塊及電容式觸摸屏市場供過於求，
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明顯降低，毛利率出現大幅
下跌

手機及解決方案及毛利（HK$’B）

1.04

0.41

2012 1H 2013 1H

銷售手機 手機市場行業經歷革命性變革手機市場行業經歷革命性變革手機市場行業經歷革命性變革手機市場行業經歷革命性變革，，，，對本集團核心業務對本集團核心業務對本集團核心業務對本集團核心業務
造成不利影響造成不利影響造成不利影響造成不利影響 ––––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

2012 1H：毛利率為8.0%

2013 1H：毛利率為5.6%

0.24
0.22

2012 1H 2013 1H

銷售無線通訊模塊

無線通訊模塊及毛利（HK$’B）

顯示模塊及毛利（HK$’B）

0.04

0.09

2012 1H 2013 1H

銷售顯示模塊

12

2012 1H：毛利率為18.9%

2013 1H：毛利率為15.5%

2012 1H：毛利率為8.2%

2013 1H：毛利率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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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表現受到不利影響。一方面，與二零
一二年上半年相比，日系手機客戶紛紛縮減OMD業務；另一方面
本集團面對價格戰衝擊，面向國內運營商集中採購的ODM業務大
幅收縮

• 本集團針對新4G LTE技術，繼續將主要的研發資源轉向高端ODM
手機和物聯網行業應用終端。

• 本集團不斷開拓物聯網和行業應用市場，包括面向醫療、快遞物
流、快速消費、汽車、警務等特定行業的智能終端及平板電腦。

• 目前本集團正為北美地區的行業應用品牌客戶開發具有防塵、防
震和防水最高等級的行業應用LTE智能終端，預期於二零一四年
第二季批量交付。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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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手機及解決方案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的前景的前景的前景的前景

本集團的發展歷程及未來方向本集團的發展歷程及未來方向本集團的發展歷程及未來方向本集團的發展歷程及未來方向：：：：

• 一間專注於2G和3G設計以及本地客戶終端研發的獨立設計公
司（2002 – 2006）

• 為高端市場客戶及國際品牌提供一整套的中高端手機ODM產
品服務（2007 - 2012）

• 提供高端ODM LTE智能手機與高端客戶；

• 提供自有品牌的行業通訊終端（2013至今）

本本本本集團決心進軍現代服務業集團決心進軍現代服務業集團決心進軍現代服務業集團決心進軍現代服務業，，，，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包括終端及後台應用系統的整體包括終端及後台應用系統的整體包括終端及後台應用系統的整體包括終端及後台應用系統的整體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 為客戶提供物聯網數據運營服務等跨界服務

• 客戶相應的設備融資租賃、商品批發服務

• 本集團首個整體解決方案及跨界運營服務的項目已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啟動，預計將於二零一四年中開始為本集團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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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訊模無線通訊模無線通訊模無線通訊模塊塊塊塊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及前景及前景及前景及前景

•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儘管交付量略有增長，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及材
料供應短缺的共同影響，銷售額及毛利都略有下降。

• 繼續加大對3G、4G-LTE項目的投資：

• 本集團加大對高端3.75G/4G 平台產品的研發投入，同時補充了
CDMA1X產品系列，目標以CDMA 1X/HSPA+/LTE等制式的產品滿足
客戶的不同需求

• 透過Oracle全球峰會的契機，本集團與其達成合作協議，將
Oracle在JAVA虛擬機器領域的先進技術引入本集團無線模塊，有
助縮短客戶產品的開發週期

• 本集團成功於中國電力市場建立高端客戶群，涵蓋業內最主要的智慧
電錶供應商

• 本集團的未來計劃包括在瀋陽打造一個「物聯網示範住宅區」，並在
江蘇省泰州市打造一個「物聯網新能源示範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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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 營業額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大幅增加，此乃由於本集團的電容式觸摸
屏業務在當時剛剛起步，交付量及營業額均較少。與此同時，由於液
晶顯示模塊及電容式觸摸屏市場供過於求，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明顯降低，毛利率出現大幅下跌。

• 本集團已將顯示模塊的生產基地由瀋陽搬遷至上海，令產能提高20%
至30%，但導致顯示模塊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大幅虧損。本集團將繼
續努力控制開支，降低生產成本，以改善其業務分部的利潤率。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瀋陽瀋陽瀋陽瀋陽））））

• 晨興•翰林水郡住宅項目一期工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完成，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之銷售額為7160萬港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無），毛利率為
24.0%。

• 晨興• 翰林水郡住宅項目二期工程預期於二零一四年起分階段竣工。

• 商業部份工程預期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竣工。

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顯示模塊及物業及物業及物業及物業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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