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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李永賢先生（主席）
劉偉樹先生（董事總經理）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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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棣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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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智明先生（主席）
葉棣謙先生
龍洪焯先生

法律顧問
姚黎李律師行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永賢先生 FCCA, CPA

Ira Stuart OUTERBRIDGE III先生*

（* 助理秘書）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12樓1204–6室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百慕達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駐百慕達代表
John Charles Ross COLLIS先生

授權代表
李永賢先生
劉偉樹先生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982

公司網址
www.ione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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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73,174 112,648

服務成本 (35,070) (50,565)  

毛利 38,104 62,08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574 1,520

銷售及分銷開支 (5,382) (9,204)

行政開支 (13,403) (13,857)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6 21,893 40,542

所得稅開支 7 (3,451) (6,530)  

期內溢利 18,442 34,01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1,113 (9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555 33,043  

每股盈利 9

－基本 0.20港仙 0.3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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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084 3,656
可供出售投資 11 91,603 42,382  

94,687 46,038  

流動資產
未完成項目 1,427 1,163
應收賬款 12 56,188 29,82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766 6,669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30 198
可收回所得稅 1,925 5,3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 129,215 178,363  

196,551 221,54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14,261 8,6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307 21,064
應付股息 10,120 –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258 367
遞延收入 917 611
應繳所得稅 52 –  

44,915 30,690  

流動資產淨值 151,636 190,8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6,323 236,8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7 107  

資產淨值 246,216 236,7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300 2,300
儲備 243,916 234,481  

權益總額 246,216 23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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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7,971) 198,087 236,781

期內溢利 – – – – 18,442 18,44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淨額 – – – 1,113 – 1,11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113 18,442 19,555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確認為分派 – – – – (10,120) (10,12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6,858) 206,409 246,21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 169,311 215,976

期內溢利 – – – – 34,012 34,012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 – – – (969) – (96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969) 34,012 33,043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確認為分派 – – – – (10,120) (10,12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300 39,914 4,451 (969) 193,203 23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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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202) 34,55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3,686) (52,61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10,12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16,888) (28,18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3,923 152,37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附註13） 87,035 12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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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多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以下為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且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有關，惟本
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１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２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２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之修訂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4

1 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自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倘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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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識別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定期按綜合基準審閱提供財經印刷
服務產生之收益及經營業績，並將該等業務視作單一經營分部。

本集團於香港經營，故概無呈列地區資料。

4. 營業額
本集團期內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經印刷服務：
 －印刷及翻譯 67,444 102,885

 －廣告刊登 5,730 9,763  

73,174 112,648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406 539

公司債券之利息收入 558 144

股息收入 609 26

匯兌收益淨額 – 790

出售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收益 – 20

雜項收入 1 1  

2,574 1,520  

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83 1,1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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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該兩段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451 6,530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8,4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34,01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9,20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9,200,000,000股）計算。

由於該兩段期間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斥資約4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2,000港元）購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權投資，按成本 9,896 9,896
上市公司債券，按公平值 46,111 9,469
非上市公司債券╱債券基金，按公平值 14,809 2,825
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20,787 20,192  

91,603 42,382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內可供出售投資之賬面值變動如下：
期╱年初 42,382 9,896
添置 48,108 40,457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1,113 (7,971)  

期╱年末 91,603 4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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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天信貸期。應收賬款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40,555 21,250

91至180天 11,549 6,847

181至270天 2,907 870

271至365天 1,118 420

365天以上 59 436  

56,188 29,823  

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18,020 36,203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定期存款 69,015 67,720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2,180 74,44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29,215 178,363

減：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42,180) (74,44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7,035 10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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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
本集團一般獲其供應商提供30至60天之信貸期。應付賬款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12,039 6,380

91至180天 1,406 1,542

181至365天 422 297

365天以上 394 429  

14,261 8,648  

15. 股本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2,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 3,000 3,000  

已發行及繳足：
9,2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 2,300 2,300  

16.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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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
除此等簡明財務報表其他章節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期內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
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租金開支（附註a） 816 816

自關連公司收取印刷收入（附註a） 84 366

自一家關連公司收取印刷收入（附註b） 147 –

向一家關連公司支付翻譯費用（附註b） 258 –  

附註：

(a) 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亦為上述關連公司之控股股東。

(b) 本公司一名董事亦為上述關連公司之董事。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期內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546 4,606

離職後福利 9 14  

555 4,620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根據彼等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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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由於環球經濟疲弱以及延續歐洲債務危機，投資者對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信心仍然低迷。因
為股市氣氛淡靜，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數及總額均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減少約32%及82%。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73,2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約112,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5%。本集團除所得稅開支前
溢利減少45.9%至約21,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40,500,000港元）。除所得稅開支
前溢利下跌主要由於營業額減少所致。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8,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34,0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5.9%。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20港仙（二零一一年：0.37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29,2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8,400,000港元），並無任何借貸（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總值約196,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21,500,000港元），流動負債總額則約為44,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30,700,000港元）。本集團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流動負債總額）為4.4（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權益總額維持於約246,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236,800,000港元）。權益總額增加，主要受年內除稅後純利帶動。本集
團資本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資產總值）為15.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結構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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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計劃
本集團首要業務目標為加強其核心競爭力，矢志成為向財經業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之國際級
供應商。

本集團將視乎外圍經濟及金融環境採取審慎策略實踐擴充計劃，並將繼續物色機會與地區
合作夥伴進行策略聯盟，開拓新市場及業務發展。有見中國內地之生產成本較低及國內經
濟增長，本集團正檢討其擴充計劃，包括於中國內地成立後勤製作及翻譯中心。此外，本
集團將繼續完善其辦公室設施，精簡工作流程，並提升軟件及設備，務求加強其業內競爭
力。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總數約152名（二零一一年：約142名）。本集
團於回顧期間之員工成本約為20,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24,800,000港元）。員工
成本包括薪金、佣金、花紅、其他津貼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推行定額供款計劃及為所有員工提供醫療保險。本集團之僱員薪酬待遇基本上參考
一般市場慣例、僱員職務及職責以及本集團財務表現釐定。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於確認約6,900,000港元之累計公平值虧損後，本集團持有可
供出售投資約91,60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自該等投資賺取之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分
別為600,000港元及600,000港元。本集團擬長期持有該等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投資項目
除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並無購入任何重大投資或物業。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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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利率風險
本集團持有多項計息財務資產主要為定息，其中包括銀行存款及公司債劵。由於並無利率
變動之重大財務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利率對沖政策。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港元」）進行業務交易。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大部分銀
行、現金結餘及可供出售投資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由於人民幣相對
穩定及有升值壓力，故所面對外匯風險有限。此外，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外匯風險屬
輕微。所持有之其他非港元資產則相對較少。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
採納任何外匯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信貸風險
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由應收賬款及銀行存款而產生。本集團透過嚴密監察其客戶之付款
紀錄，並於需要時要求客戶按金，致力管理應收賬款面對之風險。由於銀行信貸評級高，
故銀行存款之信貸風險有限。

價格風險
本集團於股票及公司債券之投資承受價格風險。管理層將持續進行評估資產及市場狀況，
藉以作出緊密監察。

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批准及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
劃，據此，選定類別參與人士可獲董事會酌情授出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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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棣謙先生、吳智明先生及龍洪
焯先生。葉棣謙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
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分 所持股份數目

擁有權益股份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    

李永賢 實益擁有 640,000 0.01

劉偉樹 實益擁有 2,000,000 0.02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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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予以記錄，或已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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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或公司（董
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記錄或已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0025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分╱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擁有權益股份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    

龐維新先生（「龐先生」） 實益擁有 6,580,000,000 71.52

董晶怡（附註1） 配偶權益 6,580,000,000 71.52

Profit Allied Limited（附註2） 受控制公司 5,712,000,000 62.09

田生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3）

受控制公司 400,000,000 4.35

Virtue Partner Group Limited

 （附註4）
受控制公司 400,000,000 4.35

附註：

1. 董晶怡女士為龐先生之配偶，龐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71.52%權益。

2. Profit Allied Limited由龐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公司被視為於龐先生
被視作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田生集團有限公司由龐先生實益擁有約37.05%。

4. 田生集團有限公司由Virtue Partner Group Limited持有約26.93%，該公司由龐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顯示，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得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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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外圍環境經濟嚴峻及不明朗因素之陰霾仍然籠罩環球金融市場。持續對香
港首次公開招股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實屬難以避免。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市況亦可能不會
出現即時及重大改善。中至長期方面，環球經濟穩定及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一旦消除，投資
者恢復信心，首次公開招股集資活動預期將逐步復蘇。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不斷提升及改善其技術專業知識及全球派遞網絡加強競爭力。本集團正
檢討在中國內地設立製作及翻譯中心之計劃。本集團亦致力拓展跨境業務網絡，如與海外
財經印刷公司締結策略聯盟，致力擴大客戶基礎。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直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生效）以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所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

致謝
本人藉此向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之寶貴支持致以由衷感謝。本人亦藉此機會向董事會、管
理團隊及員工之竭誠不懈努力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永賢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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