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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時 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4）

S.A.S. Dragon Holdings Limited

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千港元） 8,350,516 8,350,449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30,377 103,515 +25.9%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0.83 16.54 +25.9%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4.50 4.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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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上一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8,350,516 8,350,449

銷售成本 (7,950,026) (7,933,939)

毛利 400,490 416,510

其他收入 4(b) 9,729 7,271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4(c) 4,798 1,488

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32 1,907

分銷及銷售支出 (27,671) (52,269)

行政開支 (143,609) (141,61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3,789 4,137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溢利 119 171

融資成本 (43,233) (67,209)

除稅前溢利 204,444 170,389

所得稅開支 3 (33,509) (31,388)

期間溢利 4(a) 170,935 1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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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26)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70,935 138,975

應佔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30,377 103,515

非控股權益 40,558 35,486

170,935 139,001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0,377 103,489

非控股權益 40,558 35,486

170,935 138,975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6 20.83港仙 16.54港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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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34,808 733,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5,751 500,735
無形資產 1,407 1,970
使用權資產 192,058 199,42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6,318 62,52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5,997 5,878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998 2,998
會所會籍 14,477 4,477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56,969 63,673
遞延稅項資產 9,038 7,782

1,569,821 1,583,364

流動資產
存貨 1,943,606 841,5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a) 1,082,104 1,272,100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列賬之 
貿易應收款項 7(b) 1,086,928 710,957
合約資產 1,875 3,622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27,635 34,497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60 64
衍生金融工具 5,823 199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9,725 14,963
可收回稅項 2,428 1,95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260 46,2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2,844 1,103,211

5,407,588 4,02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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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514,474 1,407,531
應付票據 8 139,931 38,711
合約負債 28,567 43,476
租賃負債—於一年內到期 2,625 10,138
衍生金融工具 – 906
稅項負債 49,166 87,412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2,898,702 1,799,638
其他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21,021 30,293

4,654,486 3,418,105

流動資產淨值 753,102 611,3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22,923 2,194,66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1,769 51,769
租賃負債—於一年後到期 – 245
銀行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240,075 245,410
其他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56,590 62,688

348,434 360,112

資產淨值 1,974,489 1,834,55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2,584 62,584
股份溢價及儲備 1,690,143 1,559,7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52,727 1,622,350
非控股權益 221,762 212,204

權益總額 1,974,489 1,834,55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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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物業及金融工具（如適用）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提述之修訂本及下列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對「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除下文所述外，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提述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
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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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對「重大」的定義的影響

修訂本已對「重大」作出新的定義，其中規定：「倘遺漏、錯列或遮掩資料可合理預期會影響
通用目的財務報表之主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提供特定報告實體之財務資料）作出之
決策，則有關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亦澄清，在整體財務報表中，重大性取決於資料的性
質或程度（單獨或與其他資料結合而論）。

於本期間應用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修訂本的呈列及披露的變更（如有）
將反映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

2 收入

(a) 客戶合約收入之分類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貨物及服務之種類
銷售貨物
銷售電子元件及半導體 8,228,426 8,134,614

銷售家用電器及商用設備 42,694 96,129

銷售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 20,096 48,253

8,291,216 8,278,996

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的合約工程 40,558 36,066

提供經銷家用電器及商用設備之 

相關輔助服務 10,083 21,306

客戶合約收入 8,341,857 8,336,368

租賃業務收入
經營租賃—固定租賃付款：
 來自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8,305 8,806

 來自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的租金收入 354 5,275

8,659 14,081

收入總額 8,350,516 8,35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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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市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銷售電子
元件及
半導體

銷售家用
電器

及商用設備

LED照明及
顯示屏產品
的合約工程

銷售
LED照明及
顯示屏產品

提供經銷
家用電器及
商用設備之
相關輔助

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448,340 40,617 32,913 5,592 10,083 2,537,545
中國內地 5,354,591 45 — 6,685 — 5,361,321
台灣 163,151 — — 19 — 163,170
其他 262,344 2,032 7,645 7,800 — 279,821

客戶合約收入 8,228,426 42,694 40,558 20,096 10,083 8,341,857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8,305

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租金收入 354

收入總額 8,350,51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銷售電子
元件及
半導體

銷售家用
電器

及商用設備

LED照明及
顯示屏產品
的合約工程

銷售LED

照明及
顯示屏產品

提供經銷
家用電器及
商用設備之
相關輔助

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667,370 92,424 20,697 2,173 21,223 5,803,887

中國內地 1,986,192 148 – 27,747 83 2,014,170

台灣 169,948 – – 9 – 169,957

其他 311,104 3,557 15,369 18,324 – 348,354

客戶合約收入 8,134,614 96,129 36,066 48,253 21,306 8,336,368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8,806

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租金收入 5,275

收入總額 8,35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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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點 8,301,299 8,300,302

隨時間流逝 40,558 36,066

客戶合約收入 8,341,857 8,336,368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8,305 8,806

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租金收入 354 5,275

收入總額 8,350,516 8,350,449

(b)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單獨對本集團收入作出逾10%貢獻的一名客戶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4,653,253 4,64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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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31,660 26,629

台灣企業所得稅 1,455 5,693

中國企業所得稅 541 27

遞延稅項 (147) (961)

33,509 31,388

該兩個期間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及按16.5%之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台灣企業所得稅按20%之稅率繳納（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

該兩個期間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中國附
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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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期間溢利╱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期間溢利
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54,745 62,569

  －與表現掛鈎之獎金 10,370 5,88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443 6,957

69,558 75,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193 19,89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7,059 3,808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563 573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撥備，淨額 (32) (1,90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撥回存貨 

37,075,300港元（二零一九年：存貨撥備 

7,758,900港元）） 7,950,026 7,933,939

(b) 其他收入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4,173 4,32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66 1,206

股本投資股息收入 163 195

其他 4,827 1,543

9,729 7,271

(c) 其他收益及虧損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淨額 6,531 (6,283)

租賃修訂的收益 2,761 –

融資租賃之公平值變動 1,666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34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74 –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1,468) 1,69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107) 6,074

4,798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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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7.0港仙，金額為106,392,365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獲批准，並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支付。

6 每股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0,37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03,51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625,837,440股（二零一九年：
625,837,440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7(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1,020,135 1,199,927

減：信貸虧損準備 (12,175) (12,207)

1,007,960 1,187,720

其他應收款項 51,461 38,572

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22,683 45,80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082,104 1,272,10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120日不等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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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信貸虧損準備）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838,375 869,440

30日內 108,993 245,443

超過30日及於60日內 23,458 24,915

超過60日及於90日內 8,616 7,241

超過90日 28,518 40,68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007,960 1,187,720

其他應收款項 74,144 84,380

1,082,104 1,272,100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五大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的6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
報告期後此等主要客戶結清貿易應收款項的情況已獲審視，有關情況令人滿意而毋須作出
撥備。

7(b)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收取合約現金流或讓售予銀行管理之 

貿易應收款項 1,086,928 710,957



14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410,875 1,103,826

30日內 32,941 141,908

超過30日及於60日內 34,616 28,097

超過60日及於90日內 13,196 8,295

超過90日 15,810 23,676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507,438 1,305,802

其他應付款項 146,967 140,440

1,654,405 1,44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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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二零一九年：4.0港仙）予於二零二零年十
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股息單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
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五日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進行登記，方為有效。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半導體產品市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嚴重影響。中國於第一季度
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其電子製造業受到嚴重干擾。為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病而採
取的廣泛封鎖及社會距離措施，對貨物及人員的流動造成影響。政府於第二季度
宣佈大規模的財政紓困計劃後，消費者信心開始走出谷底並略有恢復。中國在疫
情受控後已出現快速復甦。

經銷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

本集團是一家擁有近四十年歷史的全球領先的電子供應鏈管理服務企業。於回顧
期間，新型冠狀病毒病令智能手機的需求減少，惟遠端學習及工作等應用成為新
商機。本集團的元件團隊錄得收入82億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錄得的81億港元
增加1%。

面對困難的經營環境，我們與客戶緊密合作及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解決方案，如高
存量及高性能的大存量記憶、可折疊面板、超高解像及高倍率光學變焦的多攝像
頭、真無線耳塞式耳機、高速及無線充電等創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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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科技方案提供商

我們的LED科技方案提供商團隊專門履行定制化的訂單，主要服務亞洲市場，包
括自主品牌光移動 及LIM InfraSystems 的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的
銷售及合約工程，自主品牌Square 的數碼家外廣告解決方案（包括LED顯示屏租
賃解決方案），以及新成立自主品牌Life In Motion 的LED UV-C健康護理產品
銷售業務。

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高峰期，我們的照明團隊以自主品牌Life In Motion 向
消費者市場推出LED UV-C健康護理產品（HONEY和STERIFY系列），我們設計及
銷售的智能衛生產品採用經驗證有效的技術並已通過SGS、Intertek及CMA實驗室
認證，利用UV-C的殺菌特性創造安全及無病毒的環境，消除經空氣傳播及在物件
表面的細菌、病毒、黴菌及微生物。截至報告日期，我們的產品面對極為殷切的
市場需求，並通過我們的電子商務平台(www.lifeinmotionglobal.com)及大型零售連
鎖店成功交付。

經銷家居電器及商用設備及提供相關輔助服務

於回顧期間，封鎖及社交距離措施打擊香港的消費者信心及零售市道。我們別無
選擇，惟有將聲寶的若干推廣活動及經營維持於最低水平。當有跡象顯示新型冠
狀病毒病受控以及因疫情而被耽擱的企業及消費開支重現時，我們會重新審視策略。

物業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持有15個商業及工業投資物業（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個）。投資物業之賬面總值為7.35億港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4億港元）。於回顧期間，上述投資物業共產生租金收入
8,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800,000港元），按年計之回報率為2.3%（二零一九年：
2.4%）。

展望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即使疫情的影響未退，於中國智能手機廠商紛紛推出價
格相宜的入門級及中端5G機型，以刺激本地市場的換機需求，中國5G智能手機的
出貨量將會領先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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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集團預計新型冠狀病毒病對經濟的影響將為前所未有，並將延續至二零
二一年。本集團將持續注視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及持續的中美衝突局面的變化，
並將於需要時制定應對措施。憑藉鴻海集團及夏普株式会社於電子元件至消費電
子產品領域之領先地位以及我們近四十年的經驗、龐大的客戶群、行業專業知識、
市場認同及品牌管理能力，我們有信心能實現健康及持續發展的業務，為股東帶
來更大回報。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8,350,516,000港元的收入，較
去年同期錄得的8,350,449,000港元略增。毛利為400,4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
得的416,510,000港元減少3.8%。毛利率由去年同期錄得的5.0%輕微減少至4.8%。
期內溢利淨額為130,37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103,515,000港元增加25.9%，
主要由於本集團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以減輕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影響後，經營成本下
降所致。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20.83港仙（二零一九年：16.54港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主要資金來源包括經營活動所得現金以及本集團於香港之主要往來銀行
提供之信貸融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8%）。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99%（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
乃根據本集團之借貸淨額（以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及透
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計算）約1,956,56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70,612,000港元）除以權益總額1,974,48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34,554,000港元）界定。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應收款項週轉期為22日（二零一九年：21日），乃以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金額除以同期之銷售額，再乘以
182日（二零一九年：181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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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存貨週轉期及平均應付款項週轉期分別為44日及35日（二
零一九年：分別為19日及22日），乃分別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以及貿
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金額除以同期之銷售成本，再乘以182日（二零一九年：
181日）計算。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出淨額
890,888,000港元，而於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現金流入淨額544,454,000港元。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銀行存款及借貸（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乃以外幣進行，令
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

本集團已訂立短期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以外幣計價的應付款項所產生的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3.31億港元之若干資產（包括土地及
樓宇、銀行存款、已保理貿易應收款項及持作買賣的投資）已抵押予銀行，以取
得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僱用約500名僱員。本集團確保其
僱員獲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公積金計劃及醫療
保險，同時亦根據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予酌情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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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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以下偏離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8條規定，發行人應其董事可能會面臨的法律訴訟作適
當的投保安排。透過董事與本集團管理層定期及適時地溝通，本集團管理層相信，
所有可能向董事提出之申索及法律訴訟均能獲得有效處理，且董事遭確切起訴之
機會甚微，惟本公司將會於其認為必要時作出有關安排。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予以區分，並且不可以
由同一人擔任。經考慮本集團之現時業務營運及規模，董事會認為由嚴玉麟博士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兼任本集團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為可接受，並符合本集團之最
佳利益。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予重選。非
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之一在任董事須
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故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
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已接近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政策、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在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全體董事已遵循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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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本 公 司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向 股 東 寄 發 及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sasdragon.com.hk)刊載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之貢獻及努力。本人亦謹此向本集團股
東、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之長久支持及信賴致以衷心感謝。

最後，本人祝各位身體健康。

代表董事會
時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黃瑞泉先生、
嚴子杰先生及黃維泰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得源先生、廖俊寧先生、張治
焜先生及黃偉健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