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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
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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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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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波動風
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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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中科光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虛假成分；亦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或本報告
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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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概要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約為4,6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約為17,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所錄得之收入約6,000,000港元，增加約195.2%。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邊際毛利率約為48.0%，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邊際毛利率則約為26.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15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32港仙）。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本人欣然呈報中科光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主要經營之業務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國內」）(i)開展新能源電
力系統集成業務；(ii)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iii)銷售自助自動櫃員機（「ATM」）系統及印刷系統；及(iv)提供硬件及軟件技
術支援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約4,60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收益之增長。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收入約為17,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所錄
得之收入約6,000,000港元，增加約195.2%。相關增加乃由於相比去年同期，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新
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及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產生之收入分別增加約6,300,000港元及5,600,000港元所致。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邊際毛利率約為48.0%，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為
26.9%。邊際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產生之收入增加所致，該項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具有較高邊際毛利率約99.0%（二零一六年：無）。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銷售開支約為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800,000港元），減少約
20.6%，乃因本集團成本控制政策所致。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行政開支約為3,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3,900,000港元），減少約
14.8%，乃由本集團成本控制政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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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15港仙，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
虧損約為0.32港仙。

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產生收入約為6,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根據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披露之合作協議及本報告「轉讓土地使用權及合作
協議」段落，該增長乃由於建設西藏太陽能發電站期間提供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服務及技術顧問服務所致。

電力系統集成指優化土木工程系統、電氣系統及其他配套系統、數據庫技術、監察及軟件管理之技術。本集團按照相關
新能源電站之規模及容量向不同之賣方採購設備和產品，然後將個別設備、功能和資料整合至已連結之統一協調系統。
電力系統集成使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從而優化整個系統之表現，達致集中、高功效而均衡之表現、維修快捷方便以及低
成本管理。本集團亦為新能源電站提供後期系統管理服務。

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
太陽能相關產品之銷售業務包括光伏支架安裝、太陽能追蹤器、太陽能發電站護欄及太陽能相關產品之研發、銷售及提
供其他相關技術諮詢服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所產生的收入約11,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800,000港
元），佔本集團收入約64.3%（二零一六年：96.7%）。

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包括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佔本集團
總收入約0.1%（二零一六年：3.3%）。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包括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所產生的收
入錄得約21,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減少約89.4%，主要因中國的競爭異常激烈所致。

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佔本集團總收入約0.1%（二零一六年：約
3.1%）。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由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所產生之收入減少約88.6%，主要
由於中國激烈競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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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轉讓土地使用權及合作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拉孜百科」，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拉孜縣人民政府
訂立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據此，拉孜縣人民政府同意向拉孜百科轉讓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拉孜縣面積約550畝之土地
（「西藏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價格為人民幣22,000,000元。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陝西百科新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陝西百科」，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喀什天慶光
電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天慶」）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陝西百科及喀什天慶同意合作建設位於西
藏土地之預期容量為20兆瓦之大型併網太陽能光伏發電站（「西藏太陽能發電站」）及陝西百科已同意於完成建設西藏太陽
能發電站及電力系統集成後向喀什天慶轉讓拉孜百科之全部股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喀什天慶、陝西百科與西藏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西藏中核」）訂立轉讓協議，據此，喀什
天慶同意悉數轉讓其合作協議項下之權利及義務予西藏中核。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完成。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由於出售事項錄得其他收入約為
500,000港元。

有關購買西藏土地及合作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庫務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41,3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2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之銀行透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借貸撥付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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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其他太陽能發電項目、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服務及技術服務項目。

本集團一直致力物色及挖掘其他商機，藉以將本集團業務擴大至具備增長潛力之下游太陽能業務及拓闊其收入來源，為
本集團及其股東帶來回報。

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業務將繼續提高本集團之競爭力及把握太陽能產業之市場機會。

憑藉本集團作風審慎且經驗豐富之管理層，以及堅韌不拔之強大員工團隊，本集團將致力維持及進一步開拓業務，從而
為其股東帶來更豐厚之回報。

中科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東平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



6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本集團在二零一六年同期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比較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7,603 5,964
銷售成本 (9,146) (4,359)
    

毛利 8,457 1,605
其他收入 2 465 85
銷售開支 (612) (771)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3 243 399
行政開支 (3,316) (3,893)
融資費用 4 (1,546) (1,585)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3,691 (4,160)
所得稅 5 (820) (1)
    

期間溢利（虧損） 2,871 (4,16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260 (3,756)
    

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4,131 (7,917)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195 (4,595)
 非控股權益 676 434
    

2,871 (4,161)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59 (8,357)
 非控股權益 2,372 440
    

4,131 (7,917)
    

股息 – –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6 0.15港仙 (0.32港仙)
    

－攤薄 6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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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對本集團生效）外，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本集團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2. 收入及其他收入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主要經營之業務為(i)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業務；(ii)銷售太陽能
相關產品；(iii)銷售自助ATM系統及印刷系統；及(iv)在中國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

期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新能源電力系統集成之業務 6,257 –

 銷售太陽能相關產品 11,325 5,766

 銷售自助ATM系統和印刷系統 – 13

 提供硬件及軟件技術支援服務 21 185
   

17,603 5,964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6 30

 出售持作買賣財務資產錄得收益 459 –

 其他 – 55
   

465 85
   

總收入 18,068 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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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及計入以下費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9,146 4,359

折舊 338 174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43) (399)
   

4. 融資費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推算融資費用 951 833

其他貸款利息 595 595

票據貼現利息 – 157
   

1,546 1,585
   

5.  所得稅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至二零二一年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稅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司乃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之國際商務公司法註冊成立，故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企業所得稅率25%（二零一六年：25%）繳納稅項。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有權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

由於在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一六年：無），故並無
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820 1
   

所得稅 8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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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2,195 (4,595)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430,012,850 1,430,012,85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430,012,850 1,430,012,850
   

由於行使或轉換可換股債券或會導致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增加╱減少，故本公司之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具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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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季度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重組

產生之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

股債券儲備
（虧損）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附註(a)） （附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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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43,001 215,968 (24,317) 5,176 27,997 28,955 396,780 7,883 404,663          

期間（虧損）溢利 – – – – – (4,595) (4,595) 434 (4,161)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3,762) – – (3,762) 6 (3,756)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3,762) – (4,595) (8,357) 440 (7,917)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43,001 215,968 (24,317) 1,414 27,997 24,360 388,423 8,323 396,746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143,001 215,968 (24,317) (1,763) 27,997 (304,193) 56,693 7,767 64,460          

期間溢利 – – – – – 2,195 2,195 676 2,871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436) – – (436) 1,696 1,260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436) – 2,195 1,759 2,372 4,13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43,001 215,968 (24,317) (2,199) 27,997 (301,998) 58,452 10,139 68,591          

附註：

(a) 重組產生之儲備約24,317,000港元指已購入附屬公司之股本面值與用作交換之本公司於該等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兩者之差額，
已在本集團儲備賬內扣除。

(b) 匯兌儲備包括：

(i) 換算功能貨幣有別於本公司功能貨幣之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ii) 構成本集團於海外附屬公司投資淨額一部分之貨幣項目之匯兌差額。



11 中科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本
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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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董事進行交易必守準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趙東平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217,766,038股 15.23%
 （執行董事）  （附註3） 普通股(L)

（附註4）

袁慶蘭女士 配偶權益 217,766,038股 15.23%
 （執行董事）  （附註3） 普通股(L)

（附註4）

侯曉兵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1,150,000股 9.17%
 （執行董事） 普通股(L)

附註：

1. 「L」指董事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

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1,430,012,85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3. 趙東平先生及袁慶蘭女士持有百好投資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70%及30%權益。袁慶蘭女士為趙東平先生之配
偶，因此趙東平先生及袁慶蘭女士均被視為在百好投資有限公司持有之所有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股份包括百好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207,766,038股股份及因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獲行使而將發行予百
好投資有限公司之本公司10,000,000股股份。



12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B)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相聯法團股本中之權益╱淡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證券數目及類別 身份
佔相關法團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百分比

      

侯曉兵先生 一創信興有限公司 3,000,000股無投 實益擁有人 無投票權遞延
 （執行董事） 票權遞延股份 股份100%

侯曉兵先生 一創投資有限公司 500,000股無投 實益擁有人 無投票權遞延
 （執行董事） 票權遞延股份 股份100%

一創信興有限公司及一創投資有限公司乃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之相聯法團。

(C)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債券之權益
董事姓名 持有債券之身份 債券金額
   

趙東平先生（執行董事）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5,000,000港元

袁慶蘭女士（執行董事） 配偶權益（附註） 5,000,000港元

附註: 趙東平先生及袁慶蘭女士持有百好投資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70%及30%權益。袁慶蘭女士為趙東平先生之配
偶，因此趙東平先生及袁慶蘭女士均被視為於百好投資有限公司持有之本公司債券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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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或實體（不包括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指須存置的登記冊所登記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百好投資有限公司 217,766,038 (L) 實益擁有人（附註4） 15.23%

（附註3）

秦忠德先生 88,000,000 (L) 實益擁有人（附註6） 6.15%

（附註5）

創德有限公司 216,363,636 (L) 實益擁有人（附註7） 15.13%

Sun Aihui女士 216,363,636 (L)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7） 15.13%

附註：

1. 「L」指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

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1,430,012,85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3. 該等股份包括百好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207,766,038股股份及因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獲行使而將發行予百好投資有
限公司之本公司10,000,000股股份。

4. 趙東平先生及袁慶蘭女士（均為執行董事）分別持有百好投資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70%及30%權益。

5. 根據本公司存置之債券持有人之登記冊，秦忠德先生為本公司發行之本金額為3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該可換
股債券可轉換為本公司64,000,000股股份。

6. Huang Xiulan女士為秦忠德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uang Xiulan女士被視作於秦忠德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
股份中擁有權益。

7. Sun Aihui女士持有創德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00%權益。Sun Aihui女士被視為於創德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
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或實體（不包括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指須存置的登記冊所登記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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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並參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刊印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備妥及採納職權範
圍書（二零一六年三月修訂），列明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及責任。

審核委員會在董事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之間擔任一個重要之連繫任務，處理有關本集團審核範圍內之事務。審核委員會
亦負責評審集團內部及外聘人士所進行之審核之有效性，亦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方面之效能。於本報告日期，審核
委員會成員為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馬興芹女士、孟祥林先生及董廣武先生。審核委員會經已審閱及批准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董事競爭權益或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互相競爭或可能會出現互相競爭情況
之業務或擁有任何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控股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經向
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內有不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守則之情況。

代表董事會
中科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趙東平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

執行董事：
趙東平（主席）
袁慶蘭
侯曉兵
胡欣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馬興芹
孟祥林
董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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