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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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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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APEX ACE HOLDING LIMITED

（股份代號：603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 收益減少9.3%至1,756.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1,936.8百萬港元）

• 毛利率為7.9%（二零一九年度：7.9%）

• 二零二零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5.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虧損淨額17.0百萬港元）

• 二零二零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為0.51港仙（二零一九年度：每股虧損1.70港
仙）

末期業績

本人謹代表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分別稱為「本公司」、「董事」及「董事
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年度」或「二零二零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二零
一九年度」）之比較數字。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已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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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3 1,756,038 1,936,844

銷售成本 (1,617,012) (1,783,026)  

毛利 139,026 153,818

其他收入 4 11,912 3,840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700) (2,300)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8,781) (12,175)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1,350) –

已付購買按金減值虧損 – (4,325)

分銷及銷售開支 (62,127) (78,138)

行政開支 (59,574) (61,848)

融資成本 5 (6,635) (7,121)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771 (8,249)

所得稅開支 7 (1,650) (863)  

年內溢利╱（虧損） 121 (9,112)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567 (341)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 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2,360 13,848

重 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遞延稅項 (318)  (2,51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609  10,98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4,730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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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115) (16,985)

－非控股權益 5,236 7,873  

121 (9,112)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8) (5,994) 

－非控股權益 5,188 7,871  

4,730 1,8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8 (0.51)港仙 (1.70)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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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3,843 62,045

使用權資產 816 2,915

投資物業 11 51,000 51,700

無形資產 22,474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無形資產的已付按金 256 17,458

收購業務的已付按金 – 11,123

遞延稅項資產 7,743 4,868  

146,132 150,109  

流動資產

存貨 229,265 88,018

貿易應收賬款 12 499,348 485,86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7,486 8,145

應收所得稅 1,259 5,4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95,039 211,809  

882,397 799,24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188,908 224,950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33,779 44,820

租賃負債－流動部分 921 2,173

銀行借貸，有抵押 478,779 346,092

應付所得稅 1,639 8,162  

704,026 626,197  

流動資產淨值 178,371 173,0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4,503 32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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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部分 – 802

遞延稅項負債 3,009 2,643  

3,009 3,445  

資產淨值 321,494 319,7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0,000 10,000

儲備 283,414 283,8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3,414 293,872

非控股權益 28,080 25,840  

總權益 321,494 319,712
  



– 6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
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且其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九龍長順街1號新昌工業大廈1樓2–3
室。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銷售及集成半導體、電子元
件及儲存系統。

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首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是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會計政策變動

(a)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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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修訂概念框架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財務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

(b)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直至本公告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以下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
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
提早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本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的引用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年度改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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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將釐定的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狀況造成重大影
響。

(c)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

本集團於初始確認後就若干類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計量重新評估其對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會計處理。本集團先前已使用成本模式計量所有物業、廠房及設備，於初
始確認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產後，該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
損（如有）列賬。

本集團已選擇改變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會計方法，此乃因
本集團認為重估模式能為其財務報表之用戶提供更多相關資料。此外，可用估值技
術為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金額提供可靠計量。本集團追溯應用重估模式，且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經已重列。應用重估模式對本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財務狀況概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本集團未呈報於該日的
綜合財務狀況表。

改變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會計處理方法後，其將按於重估日期之重估金額減去其後
任何累計折舊及其後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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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會計政策變動對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影響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行政開支的折舊增加 571 –  

年內溢利減少 (571) –

其他全面收益增加╱（減少）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9 –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2,360 13,848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遞延稅項 (318) (2,51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增加，扣除稅項 2,191 11,33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增加 1,620 11,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增加 (571)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增加 2,191 11,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增加 (0.06)港仙 –
  

先前呈報 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 13,848 13,848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產生之遞延稅項 – (2,518) (2,51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41) 11,330 10,989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9,453) 11,330 1,8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7,324) 11,330 (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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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會計政策變動對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綜
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非流動資產總值及總資產減流動 

負債增加 15,835 13,848

遞延稅項負債及非流動負債總值增加 2,885 2,518  

資產淨值增加 12,950 11,330
  

儲備增加 12,950 11,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總權益增加 12,950 11,330
  

先前呈報 影響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綜合財務狀況表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197 13,848 62,04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6,261 13,848 150,1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9,309 13,848 323,157

遞延稅項負債 125 2,518 2,643

非流動負債總值 927 2,518 3,445

資產淨值 308,382 11,330 319,712
   

儲備 272,542 11,330 283,8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82,542 11,330 293,872

總權益 308,382 11,330 319,712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內部呈報的分部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營運部所售產品及從事活動類別分析。本集團現有以
下兩個經營分部：

(a) 數碼存儲產品；及

(b) 通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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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數碼存儲產品 1,173,692 1,393,662

通用元件 582,346 543,182  

1,756,038 1,936,844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數碼存儲產品 66,164 57,482

通用元件 72,862 96,336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139,026 153,818

其他收入 11,912 3,840

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700) (2,300)

融資成本 (6,635) (7,1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36) (3,0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35) (1,426)

無形資產攤銷 (2,576) –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8,781) (12,175)

應收貸款╱已付購買按金減值虧損 (1,350) (4,32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3,254) (135,537)  

除稅前溢利╱（虧損） 1,771 (8,249)

所得稅開支 (1,650) (863)  

年內溢利╱（虧損） 121 (9,112)
  

地域資料

本集團位於香港。下表載列與 (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及 (ii)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地理
位置有關的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乃基於客戶所在地。非流動資產（收購物業、廠房及設
備、無形資產及業務的已付按金以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的地理位置為物業、廠房及設
備、投資物業及使用權資產的實際位置以及無形資產所分配的經營所在位置。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香港 552,937 500,551
中國 1,198,128 1,426,927
其他 4,973 9,366  

1,756,038 1,93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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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香港 105,867 104,827
中國 32,266 11,754
其他 – 79  

138,133 116,660
  

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的客戶的收益如下：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分部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數碼存儲產品及通用元件 不適用* 268,491
客戶B 數碼存儲產品及通用元件 206,789 211,048
客戶C 數碼存儲產品 211,721 203,298

  

* 有關收益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

4. 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11 908
租金收入 1,440 1,440
政府補貼 1,862 –
佣金收入 6,034 789
雜項收入 565 703  

11,912 3,840
  

5.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保理貸款之貼現支出 949 1,626
其他銀行借貸利息 5,602 5,393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84 102  

6,635 7,121
  



– 12 –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及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617,012 1,781,657
存貨撇減 – 1,369
核數師酬金 1,350 1,2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36 3,023
折舊－使用權資產 2,135 1,426
分銷權攤銷 2,576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449) 270
土地及樓宇之短期租賃開支 1,259 1,696
佣金費用 47,114 65,003
研究及開發開支 2,825 43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及津貼 33,263 33,59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542 2,845
－膳食及福利 929 1,7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 4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436 5,993
中國稅項 163 4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香港利得稅 (70) (46)  

4,529 5,991
遞延稅項 (2,879) (5,128)  

年內於損益確認之所得稅開支總額 1,650 863
  

於本年度及二零一九年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計算
香港利得稅，而2百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16.5%計算香港利得稅。不符合利
得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的《關於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
通知》（財稅 [2019]13號）的相關規定，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人民幣 100萬元的部分，減
按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對年應納稅所得額超過人民幣 100

萬元但不超過人民幣 300萬元（含人民幣 100萬元及人民幣 300萬元）的部分，減按 50%計入
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享有此項所
得稅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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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5,115) (16,985)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普通股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000 1,000,000,000
  

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原因為本公司於本年度及二零一九年度概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
股。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度：無）。

於本年度，本公司附屬公司向其當時控股股東作出以下分派：

二零二零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Data Star Inc.向非控股股東宣派及派付的股息 2,948 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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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及
樓宇 租賃裝修 傢俱及裝置

電腦及
辦公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按先前呈報 50,059 1,666 1,007 2,629 2,625 57,986
會計政策變動（附註2c） 7,740 – – – – 7,740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重列 57,799 1,666 1,007 2,629 2,625 65,726
添置 – 438 5 2,189 – 2,632
出售 – – – (133) – (133)
重估盈餘 100 – – – – 100
匯兌調整 506 – – 12 53 571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58,405 2,104 1,012 4,697 2,678 68,896      

包括：
成本 – 2,104 1,012 4,697 2,678 10,491
二零二零年估值 58,405 – – – – 58,405      

58,405 2,104 1,012 4,697 2,678 68,896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先前呈報 6,108 934 630 1,535 582 9,789
會計政策變動（附註2c） (6,108) – – – – (6,108)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重列 – 934 630 1,535 582 3,681
年內支出 2,260 348 195 491 442 3,736
出售 – – – (124) – (124)
重估盈餘 (2,260) – – – – (2,260)
匯兌調整 – – – 4 16 20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1,282 825 1,906 1,040 5,053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58,405 822 187 2,791 1,638 63,843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 57,799 732 377 1,094 2,043 62,045

      

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估值師瑞豐
環球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基準進行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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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

於一月一日 51,700 54,000

公平值減少 (700) (2,30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1,000 51,700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為位於香港的商業物業，並出租予第三方。投資物業乃由獨立專業物
業估值師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公開
市值進行重估。

12.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530,304 498,036

減：減值撥備 (30,956) (12,17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99,348 485,861
  

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46,784 168,870

31至60日 138,844 132,380

61至90日 109,901 90,243

90日以上 134,775 106,543  

530,304 498,036

減：減值撥備 (30,956) (12,175)  

499,348 485,861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掛賬形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以掛賬方
式進行的貿易應收賬款結餘一般附有客戶信用證或保理至外部金融機構。信貸期介乎 1

日至月報表後120日。本集團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謹監控，藉以減低信貸風險。管
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貿易應收賬款為免息，且其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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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賬款

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0至30日 110,687 149,451

31至60日 66,957 72,035

61至90日 7,925 2,965

90日以上 3,339 499  

188,908 224,950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本公司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 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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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半導體和其他電子元件分銷商，從事數碼存儲
產品和通用電子元件的供應，並提供技術支援。本集團專注於識別、採購、銷
售和分銷由上游品牌製造商生產的優質電子元件予中國及香港的科技、媒體
及通訊行業的下游製造商。

鑑於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導致本年度商業環境挑戰重重，本集
團已採取措施控制成本並加強產品陣容。本集團亦與供應商緊密合作，確保其
存貨連續性，盡量減少物流延誤的影響。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形勢下，本集團
錄得穩健業績。

按產品類別劃分

數碼存儲產品

本集團的數碼存儲產品包括DRAM、閃存及MCP記憶體產品（廣泛應用於多媒體
以及移動設備，如機頂盒、智能電視、可穿戴設備及手機等）。該等產品亦包括
光學及大容量存儲產品，主要用於企業級別的存儲及伺服器系統。

於本年度，該產品分部產生的收益減少15.8%至1,173.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
1,393.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出售產品數量減少及具競爭力的定價環境綜合所
致。然而，分部毛利增加至66.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57.5百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 15.1%。毛利率增加至 5.6%（二零一九年度：4.1%），主要歸因於就消
費類電子產品銷售若干數碼存儲產品產生的收益百分比上升，從而帶來相對
較高的毛利率。

通用元件

通用元件包括主要為移動和多媒體設備使用而設的開關、連接器、無源元件、
主芯片、傳感器、功率半導體和模擬數碼轉換器。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該分部的收益錄得穩健增長。該分部的收益由二零一九年
度的543.2百萬港元按年增加7.2%至本年度的582.3百萬港元。然而，大部分通用
元件的價格下跌，該分部的毛利收窄24.4%至72.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96.3

百萬港元）。毛利率下降至12.5%（二零一九年度：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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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於本年度，兩大產品分部（即 (i)數碼存儲產品；及 (ii)通用元件）對本集團總收益
的貢獻分別為 66.8%及33.2%。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為1,756.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1,936.8百萬港元），
較去年下降9.3%。減少乃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合併影響：(i) COVID-19爆發後消
費類電子產品的全球需求下降；及 (ii)記憶體產品需求下降。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本年度的毛利為139.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153.8百萬港元），較去年
減少9.6%。毛利率為7.9%，與二零一九年度相同水平。

其他收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

於本年度，本集團確認於一項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為 0.7百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度：2.3百萬港元）。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九年度的 3.8百萬港元增加
至本年度的11.9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收取香港特區政府補貼以及賣方回扣增
加。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於本年度，已確認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虧損18.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12.2百
萬港元）。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撥備增加乃由於預期虧損率大幅增加。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主要包括營銷及銷售人員薪金、佣金開支、交通費、運輸費
用、申報及樣本開支。於本年度，分銷及銷售開支約為62.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
年度：78.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銷售營運更有效而佣金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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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及福利（包括執行董事酬金）、法律及專業費用、保險、
短期租賃開支及其他物業費用、匯兌差額、銀行收費及折舊開支。本集團的行
政開支減少2.2百萬港元至二零二零年度的59.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度：61.8百
萬港元），乃由於節省保理融資保險及銀行手續費。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主要指於本年度其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本集團取用該等銀
行借貸以供日常營運資金需求。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6.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
年度：7.1百萬港元）。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整體減少使用保理貸款及利率下跌。

本年度純利╱（淨虧損）

本年度純利為 0.1百萬港元，相比二零一九年度淨虧損為9.1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

於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 5.1百萬港元，相比二零一九年度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17.0百萬港元。呆賬撥備增加部分被節省分銷及銷售開
支、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所抵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通過綜合使用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來滿足其流動資金
需求。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資源約為95.0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8百萬港元），其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美元」）計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借貸總額為478.8百萬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6.1百萬港元），主要包括銀行保理貸款、進
口貸款、信託收據貸款、分期貸款及循環貸款。本集團銀行借貸並無限制及
按攤銷成本列賬，附帶通知償還條款，分類為流動負債。資本負債比率由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09.2%（經重列）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49.2%，原因為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潛在銷售增長動用更多銀行融資。資本負
債比率乃按於各報告日期的貸款及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 20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違反與一間銀行的若干銀行融資有關
本集團有形資產淨值的契諾要求，並取得一次性豁免嚴格遵守與所有未償還
銀行借款有關的契諾要求。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本集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
進行其業務交易。由於港元仍然與美元掛鈎，就此而言並無重大匯兌風險。由
於人民幣收益的比例較低，就此而言並無重大匯兌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
利率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持續監控本集團的利率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
慮對沖該風險。信貸風險已主要根據信貸政策及向外部金融機構進行保理的
方式對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總賬面值約229.3百萬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9百萬港元）的貿易應收賬款、以 51.0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7百萬港元）的本集團投資物業作出的法
定押記、約50.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50.2百萬港元）
的本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白逸霖先生（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董事及非控股股東）
所簽立的個人擔保以及本集團簽立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就本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度：無）。

會計政策變更

於本年度，本集團選擇更改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會計
方法，此乃由於本集團相信重估模式會為其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較為相關的
資料。有關會計方法變動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告內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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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僱用 128名員工（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2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建基於公平原則，為其
僱員提供以獎勵為基礎、表現為本及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待遇。薪酬待遇一般
作定期檢討。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供款、醫療保險保障及以表現為本的花
紅。此外，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及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作為合資格參與者
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激勵或獎勵，本公司亦為其僱員提供持續培訓，以提升其
營銷技巧及加強其產品認識。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經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後，本公司自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
約116.9百萬港元將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一致的方式使用。本集團自二零
一八年三月十六日起直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應用已收取的所得款
項淨額如下：

按招
股章程

所述應用
所得

款項淨額

直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實際使用全球
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

本年度
實際使用

所得
款項淨額

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百分比

悉數動用
未使用
所得款項
淨額的
預期時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償還銀行貸款 39,045 39,045 – – – –
新設產品及開發部門 2,810 2,100 700 710 25 二零二一年 

第四季
透過增聘人員及提供培訓加強 
銷售、營銷及技術支援團隊

10,750 9,000 3,000 1,750 16 二零二一年 
第三季

改善香港的倉庫及辦事處 4,600 1,791 861 2,809 61 二零二一年 
第三季至 
二零二二年
第二季

安裝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及 
支持軟件

7,090 3,757 225 3,333 47 二零二一年 
第三季至 
二零二二年
第二季

在中國建立新辦事處 5,027 5,027 4,709 – – –
購買及建立深圳總辦事處 35,888 – – 35,888 100 二零二一年 

第三季至 
二零二二年
第二季

作一般公司用途的營運資金 11,690 11,690 – – – –     

116,900 72,410 9,495 44,4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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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動用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有所延誤，本集團預期在二零二一
年度至二零二二年度間動用上述項目所得款項淨額結餘，乃由於以下原因：(i)

由於前所未有的COVID-19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COVID-19疫情對全球及本地經
濟的不利影響規模將仍是不可預測；及 (ii)二零二一年度第一季後大多數製造
商的生產已恢復正常產能。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所持重要投資及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公告，當中宣佈本公司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及擔保人就賣方轉讓電子部件及其他配套產品分銷權訂
立收購協議，代價為5.0百萬美元。收購事項已於本年度完成，經減少代價為3.0

百萬美元，電子部件的部分分銷權已停止轉讓。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向賣方收購
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60%之買賣協議。鑑於目標公司的整體經營狀況及表現，
賣方與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終止契據，據此，訂約方相互
同意終止協議。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
日的公告。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並不知悉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曾經發生任
何對本集團造成影響並須予以披露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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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由於疫情後經濟復甦和業界芯片庫存增加的浪潮，半導體需求將於
不久將來繼續強勁增長。隨著美國將更多的中國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更多
國內企業正仿效中國科技巨頭增加芯片庫存以防出現意外變化。由於經濟從
COVID-19疫情中復甦，預期整體市場需求在二零二一年將進一步改善，但增幅
部分被消費電子產品的跌幅所抵銷。

隨著實行社交距離措施，對遊戲設備及音頻設備等家庭娛樂需求正在增長。人
們開始使用線上遊戲平台來代替公共場所，此等消費電子產品已成為社交互
動的重要來源。除了活躍於遊戲市場的技術重量級廠商外，部分其他主要品牌
亦涉足遊戲競技圈，希望在遊戲市場上獲得份額。消費電子產品供應商數量將
會增加，對支持消費電子產品的處理器、NAND閃存及DRAM組件的需求將持續
至二零二零年以後。

同樣，由於汽車設計更為複雜，對汽車半導體的需求持續增長。隨著電動汽車
的擴展，全球汽車製造商致力引入創新的傳感器、測繪應用及其他新技術。由
於疫情帶動消費電子產品普及，對半導體的需求特別高。二零二零年最後一季
對新車的需求出現超預期上升。同時，汽車芯片短缺仍在持續，隨著芯片價格
上漲，預計有關情況將持續到二零二一年。

中國已將「新基礎設施」建設定位為疫情後經濟復甦的關鍵政策支柱。中國將
開發下一代信息網絡並擴大5G應用，同時興建更多充電設施以促進廣泛使用
新能源汽車。中國有超過700,000個基站，是全球覆蓋範圍最大的區域之一。據
認為，覆蓋全國需要超過 6百萬個基站。政府主導的刺激計劃可能不僅刺激消
費，亦會提升增長可持續性。對新基礎設施的投資將為電子產品帶來新一輪市
場機遇。

疫情推動全球消費者及企業常規變化。面對經濟不景，部分公司推遲計劃中的
硬件升級及其他長期遷移項目，人們大大增加線上活動，包括電商、在家工作
及線上學習。勞動靈活性等趨勢可能推動筆記本電腦及平板電腦需求以及額
外數據中心容量需求。預計企業資訊科技及企業雲端方案的需求亦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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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應用中，隨著製造活動開始恢復到正常水平，幾乎全面展開營運，半導
體的主要需求推動因素（包括對醫療電子產品以及電力和能源產品的投資）預
計將於未來數月推動需求增長。

鑑於上述行業趨勢，本集團將繼續執行多元化策略，並採取措施提高其於通
訊、汽車及消費電子產品終端市場的業務。憑藉善用於本年度完成收購的分銷
權，在瞬息萬變和日新月異的電子元件分銷市場中，將為客戶提供更廣泛的產
品組合。

本集團將實施更嚴格的財務管理，以支持更大增長。為此，其將使整體成本結
構、資本投資及其他支出與預期收益、發展計劃及市況保持一致。鑑於COVID-19

爆發導致經濟不確定性加劇而產生的相關信貸風險，本集團將在來年加強信
貸控制。

總括而言，由於本集團致力發揮其產品組合及營運模式的最大潛力，故對市場
發展保持謹慎樂觀態度。本集團認為，其不斷增長的產品組合可應對新興及顛
覆性的汽車、工業及雲端應用，並於微電子行業處於未來領導地位。在全球經
濟不明朗的背景下，本集團將繼續多元發展其產品組合及客戶基礎，以抵禦經
濟難關及行業挑戰，並增強其競爭力以向前邁進。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於聯交所上市的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該等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採納、維持及確保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及原則，以符合本集團及
其股東的最佳利益。本公司已採納適用守則條文及（如適用）採納聯交所證券上
巿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若干
建議最佳常規。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認為，於本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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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之守則條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應加以區分，
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李秉光先生（「李先生」）（彼於半導體及其他電子元件
行業擁有豐富經驗）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董
事會認為，將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賦予李先生對確保本集團維持始終如一
的領導大有裨益，並可快速高效地實施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認為此
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平衡。審核委員會進一步提
升權力平衡，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監督本集團的內部
控制程序。獨立非執行董事可於其認為有需要時，隨時直接接觸本公司的獨立
核數師及獨立專業顧問。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該架構，並於適當時候將主
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開由兩人擔任。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本公司已向每名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年度整個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訂明的規
定。

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亦已審閱及確認本集團於
本年度的末期業績，並討論本集團審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系統及財務報告
事項。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嚴國文先生（主席）、張小駒先
生及鄒重璂醫生。彼等概非受僱於本公司的前任或現任獨立核數師亦與本公
司的前任或現任獨立核數師並無聯屬關係。

有關本集團本年度業績的初步公告內的數字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陳浩賢
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為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由陳浩賢會計
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陳浩賢會計
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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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報

載 有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十 六 規 定 所 有 資 料 的 本 公 司 本 年 度 的 年 報 將 以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的 方 式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apexace.com)刊登，並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或之前
寄發予股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所有股東、業務夥伴、往來銀行及客戶一直以
來對本集團的支持。本人亦謹此感謝各董事、管理團隊及員工的勤勉盡責及竭
力承擔，為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

承董事會命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秉光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秉光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盧元堅先生及盧元
麗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小駒先生、嚴國文先生及鄒重璂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