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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XING INFOTECH HOLDINGS LIMITED
裕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5）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裕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負全
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
且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
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
設為依據。



2

YUXING INFOTECH HOLDINGS LIMITED
裕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5）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九個月期間的摘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營業額分別約
117,800,000港元及69,100,000港元，營業額比二零零八年同期分別下降
14.2%及上升57.6%。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集團之毛利分別約
22,100,000港元及13,3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35.1%及上
升13.0%。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分別約23,600,000港元及1,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本集團則錄得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約4,800,000港元及4,0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分別為
1.45港仙及0.11港仙。

‧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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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的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未經審核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17,811 137,313 69,062 43,824
銷售成本 (95,703) (103,256) (55,812) (32,099)

毛利 22,108 34,057 13,250 11,725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6,217 46,702 2,075 15,946
分銷及銷售支出 (5,884) (6,181) (1,893) (2,710)
一般及行政支出 (45,280) (56,717) (14,890) (18,582)
其他經營支出 (967) (11,386) (139) (2,61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收益 700 – – –

經營（虧損）╱溢利 (23,106) 6,475 (1,597) 3,763
融資成本 (505) (1,429) (265) (192)

除稅前（虧損）╱溢利 (23,611) 5,046 (1,862) 3,571
稅項 4 – (288) – 42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23,611) 4,758 (1,862) 3,993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1.45)仙 0.29仙 (0.11)仙 0.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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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23,611) 4,758 (1,862) 3,993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948,899 (3,117,045) (238,725) (827,544)
 折算中國附屬公司之外匯差額 3,584 282,414 1,440 15,04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952,483 (2,834,631) (237,285) (812,5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928,872 (2,829,873) (239,147) (8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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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
券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本賬目並未經審核，
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該等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提供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重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下列準則之影響外，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此項經修訂準則將擁有人與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予以區分。股東權益變動報表僅包括與擁
有人進行之交易詳情，至於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則作為單項予以呈列。此外，該準則引
進全面收益表，要求將已確認之一切收支項目以單一報表或兩份相連報表之方式呈列。本
集團選擇了呈列兩份報表：即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採納此項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或財務
狀況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該準則並無新增適用於季度綜合報表之披露要求。

3  營業額

營業額於貨品付運及有關風險及回報擁有權轉移時，經扣除適用之增值稅後確認。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銷售及分銷信息家電、影音產品及相關產品予消費市場。

4  稅項

從收益表扣除之稅項指下列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 (288) –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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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續）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在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於期內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無）。

因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並無任何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對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產生
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以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為基礎並根據期內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按
適當之稅率18%至25%計算。

5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23,611) 4,758 (1,862) 3,993

普通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28,919 1,627,501 1,629,109 1,628,569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45)港仙 0.29港仙 (0.11)港仙 0.25港仙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由於所有潛在普通股都具反攤薄影響並會
減少每股虧損，故於期內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由於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較股份的平均市
價為高，故於期內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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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儲備

股本及儲備之變動於以下呈列：

其他全面收益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蓄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折算儲備

保留溢利╱
（累積虧損）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40,720 7,269 20,190 234,621 27,567 515,079 429,772 81,696 1,356,91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48,899 3,584 (23,611) 928,872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5 157 – – – – – – 172
股權支付 – – – – 3,283 – – – 3,283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40,735 7,426 20,190 234,621 30,850 1,463,978 433,356 58,085 2,289,241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40,528 4,246 20,190 234,621 16,998 3,585,077 176,370 118,273 4,196,30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117,045) 282,414 4,758 (2,829,87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92 2,092 – – – – – – 2,284
股權支付 – – – – 9,951 – – – 9,951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40,720 6,338 20,190 234,621 26,949 468,032 458,784 123,031 1,37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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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內」）之中期股
息（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信息家電（「信息家電」）分部受到全球經濟下滑的
打擊。儘管本集團信息家電之中國市場的營業額於期內較去年同期上升299.8%至
約78,800,000港元，惟本集團於香港市場之一主要客戶的市場推廣活動放緩，導
致期內信息家電之香港市場的營業額大幅下跌至約14,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下降82.0%。結果，本集團期內的整體營業額及毛利分別下跌至約117,800,000港
元及22,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14.2%及35.1%。

雖然期內本集團在香港市場的營業額大幅下跌，但本集團於今年年初開始調整
經營策略，著重對國內市場的拓展，目前已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效。透過與國
內最大的電訊設備及系統供應商保持穩定的合作關係，本集團生產的網絡電視
（「IPTV」）機頂盒，已經開始大量供貨給其廣東省和上海的客戶。另外，在湖北
省及四川省等的試商已經結束，現正進入供貨階段。為進一步擴大收入來源，
本集團亦於年初進入國內有線電視機頂盒市場。由本集團研發的「標清雙向數碼
有線電視機頂盒」亦於今年第三季度成功進入了國內的紹興市場。因此，期內本
集團於信息家電之中國市場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299.8%至約78,800,000
港元，這也令本集團今年第三季度的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57.6%至約
69,100,000港元。但由於本集團在中國國內銷售的產品產生的毛利率較低，導致
本集團期內的整體毛利較去年同期下降35.1%至約22,100,000港元。

國際市場方面，本集團繼續與Orca Interactive Ltd.及Viaccess保持穩定的合作。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已成功和一些國際著名的系統集成商和電訊營運商簽訂了合作
協定或備忘錄，產品於今年第三季度已經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國開始供貨。本集
團期望於國際市場保持穩定發展。

於回顧期內，集團之一般及行政支出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了20.2%至約
45,300,000港元，主要由於僱員購股權費用（為非現金開支）及法律及專業費用
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700,000港元及約1,200,000港元。至於集團的其他經營
支出於期內減少至約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
11,4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二零零九年首三季度中國及香港股票市場較去年同
期表現良好，這使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若干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虧損約400,000
港元及包括於其他收益及淨收入之若干金融資產已變現淨收益約2,200,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本集團則錄得若干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約10,7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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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集團於期內的其他收益及淨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跌至約6,200,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6,700,000港元），這主要由於本集
團間接投資之51,000,000股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險」） A股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沒有向其股東派付末期股息，因此，本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沒有收取任何股息。此外，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四日向深圳市江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江南」）發出協助執行通知
書，要求深圳江南協助執行凍結本公司旗下一全資子公司北京金裕興電子技術有
限公司（「金裕興」） 所持有之深圳江南36.66%的股權及分紅，並停止向金裕興支
付因持有深圳江南股權而應得的分紅，凍結期從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六日（「法院命令」）。由於此法院命令的緣故，本集團沒有從深圳江南收取
任何關於間接投資之51,000,000股平安保險A股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9,900,000港元）。

鑒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營業額下跌及沒有從其間接投資之51,000,000股平安保
險A股收取任何股息，本集團錄得期內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23,6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本集團則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4,800,000港元。

業務展望

國內的IPTV市場自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以來可謂熱點頻現，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推
動和行業的激烈競爭下，國內的IPTV行業現正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本集團從二
零零八年開始加強拓展國內市場，現已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效。相信集團在國內
的銷售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的收益。

至於今年首三季度營業額大幅下跌的香港市場，本集團現正積極配合其香港客戶
進行新產品和新功能的研發，希望能為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為獲得更加穩
定及長遠的發展機會，本集團會在研發技術和全面的客戶服務方面，不斷滿足市
場需求。

而國際市場方面，本集團在與全球知名系統集成商及電訊營運商等保持穩定合作
的同時，亦不斷增加新合作夥伴的數量。因此本集團相信，隨著國際經濟逐漸的
復蘇，集團在國際市場的銷售將會平穩增長。集團更有意在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
打入澳洲和比利時等市場。

就本集團最重要之間接投資之51,000,000股平安保險A股而言，本集團有信心此投
資將在不久將來為本集團繼續帶來滿意的回報。



10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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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條董事證券交易之最低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普通股份數目 性質

佔本公司
總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祝維沙先生 企業（附註1） 660,000,000 控制企業的權益 40.51%
個人（附註2） 300,000 實益擁有人 0.02%

陳福榮先生 企業（附註1） 660,000,000 控制企業的權益 40.51%
時光榮先生 個人（附註2） 25,400,000 實益擁有人 1.56%
王安中先生 個人（附註2） 5,136,756 實益擁有人 0.32%

附註：

1. 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透過裕龍有限公司（「裕龍」）持有該等股份，而祝維沙先生
及陳福榮先生分別擁有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3.6%及36.4%。而祝維沙先生及陳
福榮先生乃裕龍的董事。

2.  寶龍有限公司（「寶龍」）為代理人公司，以受託人身份為本集團之前僱員及現職僱員
（包括時光榮先生、王安中先生及祝維沙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八日所批准之購
股權計劃獲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非上市及實物結算的購股權，該等購股
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

於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註銷╱
失效

於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王安中先生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1,600,000 – – – 1,600,000

時光榮先生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600,000 – – – 600,000

吳家駿先生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960,000 – – – 960,000

鐘朋榮先生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1,600,000 – – – 1,600,000

沈燕女士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0.2975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二零一三年
　五月十七日

960,000 – – – 96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董事證券交易之最低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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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之主要股東名單（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種類 普通股份數目 性質

佔本公司
總已發行股本的

百分比

裕龍（附註1） 企業 660,000,000 實益擁有人 40.51%
寶龍（附註2） 企業 370,260,000 受託人 22.72%

附註：

1.  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先生分別實益擁有裕龍63.6%及36.4%股權。而祝維沙先生及陳福榮
先生乃裕龍的董事。

2.  寶龍為代理人公司，以受託人身份為本集團之前僱員及現職僱員（包括時光榮先生、王安
中先生及祝維沙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兩人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
已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內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行
政總裁除外）曾知會本公司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
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並無就整體業務或任何重要業務之
管理或行政工作簽訂或存有任何合約。

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董事、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私各自的聯
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業務權益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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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依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為書面條款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審核委員
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財務匯報程序，同時審查對外部審
核、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的有效性。該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家駿先
生、鍾朋榮先生及沈燕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概無買賣、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證券交易

雖然本公司並沒有採納一套與董事證券交易有關之行為守則，但本公司已向其所
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獲得各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各董事均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的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準
則。

承董事會命
裕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祝維沙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祝維沙先生、陳福榮先生、時光榮先生及 
王安中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家駿先生、鍾朋榮先生及沈燕女士。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
新公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yuxing.com.cn。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