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期業績報告  2013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前稱China Data Broadcasting Holdings Limited 中華數據廣播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 8016

INTERIM REPORT 2013

CHANGHONG JIAHUA HOLDINGS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Formerly known as China Data Broadcasting Holdings Limited 中華數據廣播控股有限公司)

Stock Code : 8016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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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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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
可能較於聯交所之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
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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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對本報告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報告載有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向公眾人士提供有關本公司
之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
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事項均屬正確及完整且並
無誤導；(�)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任何聲明產生誤
導；及(�)本報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根
據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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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各相應期
間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營業額  4,611,456  �,00�,���  9,290,069  �,���,���

銷售成本  (4,445,232 ) (�,���,��0 ) (8,937,192 ) (�,���,��� )        

毛利  166,224  ���,���  352,877  ���,���

其他收入  3,927  �,�0�  8,758  �,0��

行政開支  (37,789 ) (��,��� ) (67,639 ) (��,��� )

分銷及銷售開支  (60,464 ) (��,��� ) (126,529 ) (���,��0 )        

經營溢利 � 71,898  ���,���  167,467  �0�,���

融資成本  (28,012 ) (��,��� ) (44,494 ) (��,��� )        

除稅前溢利  43,886  ��,��0  122,973  ���,�0�

所得稅開支 � (7,622 ) (��,�0� ) (26,672 ) (��,00� )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6,264  ��,���  96,3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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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
 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2,638  ��,���  86,671  ���,���

 非控股權益  3,626  �,���  9,630  ��,��0        

  36,264  ��,���  96,301  ���,�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 1.54  �.0�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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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28,872  �0,���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 2,171,965  �,���,���
存貨  1,419,737  �,���,���
貿易按金  371,40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3,213  �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
持作銷售物業  –  ���
可收回稅項  43,313  ���
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196  ���,���    

  4,466,833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 1,718,009  �,0��,���
應付稅項  9,089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85,551  ��0,��0
客戶按金  160,956  ���,���
應付董事款項  5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0�,��0
銀行及其他借款  1,237,917  ���,�0�
銀行透支  –  ��,���    

  3,511,527  �,���,0�0    

流動資產淨值  955,306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84,178  ���,���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5,516  ��,���    

權益總額  968,662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8,672  ��,���
儲備  822,639  ���,�0�
非控股權益  87,351  ��,���    

  968,662  ���,���
    



�

綜合權益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872,361  ���,0��
股本增加 –  �0,���
股份溢價及儲備減少 –  (�0,��� )
股東應佔期間溢利淨額 86,671  ���,���
非控股權益 9,630  ��,��0   

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968,6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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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292,871 ) (���,���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7,300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31,091  �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30,920  �0�,���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76,275  ���,���   

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相當於銀行結餘及現金 407,19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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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a)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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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編製。

(b) 採納合併會計法
共同控制合併業務採納合併會計法之影響已於本期間產生
作用。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資料包括合併實體之財務資
料，猶如該等合併實體自其開始被控制方控制時已合併。

合併實體的資產淨額以控制方釐定之現有賬面值綜合。概
不就商譽或收購人於被收購方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
負債公平淨值之權益超逾共同控制合併時成本之差額（以控
制方仍然持有權益為限）確認任何金額。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收益表包括各合併實體自最早呈列日期
或自合併實體首次受共同控制日期（不論共同控制合併之日
期，均以較短期間者為準）之業績。

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資料內之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呈列，
猶如該等實體於上一個報告期末或首次受共同控制時（以較
短期間者為準）已合併。共同控制合併對本集團之綜合儲備
所產生之影響已於本未經審核綜合簡明財務資料內披露。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現時在管理方面分為單一分部，即消費者電子產品及相
關零部件貿易業務，而該單一經營分部主要應佔所有收益、開
支、業績、資產及負債以及資本開支。因此，並無呈列按業務
分析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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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區分部
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不考慮貨品來源地）之銷售額分析
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香港 192,415  �00,���
中國大陸 8,401,773  �,���,���
亞洲（包括中東） 182,904  ��0,���
歐洲 254,102  ���,���
澳洲 18,901  ��,0��
南美洲 190,293  ��,���
非洲 49,681  ��,���   

 9,290,069  �,���,���
   

3.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已售存貨成本 8,937,192  �,���,���
折舊 1,961  �,���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相關職員成本 94,31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9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930 ) �,�00
   

4. 所得稅開支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有法例、
詮釋及有關慣例按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以估計應課
稅溢利（二零一二年：無）按��.�%（二零一二年：��.�%）之稅率
計算。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企
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
附屬公司之稅率於該兩個期間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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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
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000港元（二零一
二年：���,�0�,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000,000股（二零一二
年：���,000,000股）及優先股�,���,���,000股（二零一二年：
�,���,���,000股）計算。可換股優先股可根據公眾持股量之規
定而予以轉換。

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
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若。

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間的貿易條款，主要按賒賬方式訂立。賒賬
期一般為期�0至��0日。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過期結餘。以下為
於結算日以發票日期為基礎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三個月內 1,734,147  ���,0��
四個月至六個月 253,392  ��0,���
七個月至十二個月 169,147  �0�,���
一年以上 15,279  ��,���   

 2,171,965  �,��0,0��
   

7.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於結算日以貨物收訖日期為基礎之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
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三個月內 1,033,934  �,0��,0��
四個月至六個月 157,648  ��,���
七個月至十二個月 301,921  ��,���
一年以上 224,506  �0,�0�   

 1,718,0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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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發任何股
息（二零一二年：無）。

業務回顧
隨著公司收購項目的完成，IT分銷業務已成為本集團的核心
業務，本集團之經營業績亦出現質的改善。二零一三年全球
宏觀經濟不理想，市場需求疲軟，在“練硬功，巧增長，好
效益”經營方針的指導下，本集團深入挖掘市場機會，改進
商業模式，提升業務綜合價值，上半年經營業績表現良好，
錄得收益約�,��0,0�0,000港元及盈利��,�00,000港元。

展望
雲計算、大數據、移動及社交等第三平台為基礎的技術領域
仍將不斷向各個行業滲透，其帶動的相關硬體、軟體及服務
市場也將繼續成長，本集團將積極擴展IT服務業務，抓住行
業變革帶來的機會，持續建設雲計算服務平台、服務網路和
技術團隊，有效推進服務戰略轉型，不斷提升業務價值。董
事會深信，在既定的經營方針的指導下，公司各項業務將繼
續取得良好進展。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保持良好及穩健。於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計息借貸總額為
�,���,0�0,000港元，其現金及銀行結餘為�0�,�00,000港
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0,000港元。管理層
有信心，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用作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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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貨幣單
位。由於港元與美元之匯率掛鈎，本集團相信所面對之外匯
風險為極低。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為�,���名。本
集團根據其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給予酬金。本
集團為其香港僱員提供以強制性公積金方式設立之退休福
利，為其中國僱員按所屬地法律法規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及住
房公積金。

企業管治
除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外，本公司已於回顧期間內遵守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有關偏差之解釋附載於下文。

審核委員會
該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制度，其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
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業績，並已就此提出建議及意見。

薪酬委員會
該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
就此提出建議，其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
孫東峰先生及祝劍秋先生。祝劍秋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
五日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員及余曉先生於同日辭任薪酬委
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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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該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制定提名政策並就提名及委任董事以
及董事繼任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其成員為趙勇先生
（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陳銘燊先生。趙勇先生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余曉先
生於同日辭任提名委員會主席。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普通股（「股
份」）、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
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及第八分部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
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
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前任董事季龍粉先生於
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如下：

  所持普通股 概約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數目 百分比
   %

季龍粉先生（「季先生」） 實益擁有人 ��,��0,000股 �.��
 （附註(a)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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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劉汝英女士為季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 因
而被視為於季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b) 季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辭任董事職務。

於聯營公司股份之長倉

本公司執行董事祝劍秋先生（「祝先生」）代表四川長虹佳華
信息產品有限責任公司（「长虹IT」）之管理團隊，持有本公司
附屬公司长虹IT之�0%股權（其中，祝先生於长虹IT中擁有
�.��%之個人權益）。（附註）

附註：

長虹IT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00,000,000元。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於
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
何證券中之權益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及第
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
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條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期內之任何時間
並無獲授予權利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或彼等曾行使任
何該等權利而獲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曾參與任何安排，使董事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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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
部第二及第三分部須予披露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
倉，或於任何類別之股本面值直接或間接被視為擁有�%或
以上之權益，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所有情況
下附帶投票權利的人士或公司（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如下：

股份之長倉

    佔相關類別
    股份概約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附註）
    %

四川長虹電器股份 受控法團權益 普通 ���,���,000股（附註�） ��.��
 有限公司（「四川長虹」）  及實益擁有人 優先 �,���,���,000股（附註�） �00.00

長虹（香港）貿易 受控法團權益 普通 ���,000,000股（附註�） ��.�0
 有限公司  及實益擁有人 優先 �,���,���,000股（附註�） �00.00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普通 ���,000,000股 ��.��
  優先 �,���,���,000股 �00.00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 實益擁有人 普通 ��,00�,��0股 ��.�0
 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

�. 該等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
通股及優先股總數，分別為���,000,000股及�,���,���,000股
計算。

�. 於四川長虹持有之���,���,000股普通股中，��,���,000股普通
股為直接有、��,000,000股普通股乃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長虹
（香港）貿易有限公司持有以及���,000,000股普通股乃透過安健
控股有限公司（由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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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由四川長虹之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貿易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持有�,���,���,000股優先股。

�. 於���,000,000股普通股中，��,000,000股普通股為直接持有及
���,000,000股普通股則透過安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
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
三分部須予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倉，或
於任何類別之股本或有關該等股本之購股權面值擁有�%或
以上之權益，其附帶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
票之權利。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季先生為Apex Digital Inc（於美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之股東，
該公司主要從事批發「APEX Digital」品牌之消費者家居電子
產品之業務。季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辭任董事職
務。

四川長虹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並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公司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四川長虹主要從事批發「長
虹」品牌之消費者家居電子產品之業務。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定
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在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與本
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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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競爭契據之企業規管
根據長虹佳華收購事項，本公司控股股東四川長虹、四川長
虹電子集團有限公司及安健控股有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七日訂立不競爭契據，以消除本集團與四川長虹
及其股東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之競爭，自長虹佳華收
購事項完成起生效（有關不競爭契據之進一步詳情，敬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通函內「與控股
股東之關係－不競爭承諾」一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低於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條至第�.��條所載的行為守則。本公司根據該
行為守則已向所有董事作出了特定查詢，並確認董事已遵守
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趙勇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勇先生、祝劍秋先生、
余曉先生、唐雲先生、吳向濤先生、石平女士及向朝陽先
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銘燊先生、葉振忠先
生、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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