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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親愛的股東：

本人欣然向股東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本 集 團 之 綜 合 營 業 額 增 長9%至
449,000,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增長19%至57,000,000港元。

在回顧期內，顯示器業務之經營環境充滿挑戰。全球經濟緩慢復甦，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之薪資水平持續上升，若干市場分類之價格競爭日趨激烈。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之收入增長20%，成為帶動收入增長之主要推動力。本集團藉著
新建立之生產線，得以拓展高端產品市場業務，如工業儀錶、高端家用電器、醫療
器械及汽車等。然而，前段所述之不利經營環境導致本集團在回顧期內之毛利率由
15%下降至14%。

為舒緩廣東省薪資上升及勞工短缺之影響，本集團已加快推行生產自動化計劃，並
正在薪資水平相對較低之廣西壯族自治區設立生產廠。

為使本集團能夠拓展高端市場業務，本集團已撥出財務資源設立新的氧化銦錫生產
線，這可確保本集團獲得穩定而可靠之氧化銦錫玻璃供應，以供內部消耗及對外銷
售。

本集團應佔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本集團擁有37.5%權益之
聯營公司）之溢利增加42%至36,000,000港元。工業電容器之需求殷切及生產成
本下降帶動回顧期內銷量及盈利能力上升。

展望未來，預期全球經濟之復蘇仍然緩慢。本集團致力開拓高端產品市場及拓闊產
品範疇，以提高利潤率。憑藉旨在提升生產效率及降低勞工成本而採取之措施，本
集團預期盈利能力將可穩步改善。

主席
方鏗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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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約為449,000,000港
元（二零一二年：41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8,000,000港元，增幅
9%。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57,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8,000,000港
元），增加約9,000,000港元。

液 晶 體 顯 示 器 之 對 外 銷 售 額 由196,000,000港 元 下 降5,000,000港 元 至
191,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需求疲弱所致。液晶體顯示器模組之營業
額 由215,000,000港 元 增 加43,000,000港 元 至258,000,000港 元。 液 晶 體 顯
示器模組之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高值分類之市場份額增加所致。分類業績方面，
液晶體顯示器分類由去年分類溢利25,000,000港元減少5,000,000港元至今年
20,000,000港元，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分類則由去年分類溢利5,000,000港元增加
5,000,000港元至今年10,000,000港元。

本 集 團 在 回 顧 期 內 錄 得 毛 利 約64,0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61,000,000港
元），毛利率為14%（二零一二年：15%）。毛利率下降之原因有三：(1)中國之薪資
持續上漲；(2)現有產能未全面利用；及(3)價格競爭激烈。

期內，其他收入約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000,000港元），主要來自模
具收入、殘次品銷售和所收取之股息。

本期間其他收益及虧損之淨收益主要來自匯兌收益，而去年同期之收益則主要來自
證券買賣。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27,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4,000,000港元），增加約
3,000,000港元，佔營業額之比率維持於6%（二零一二年：6%）。有關增加主要由
於運輸成本及推銷開支所致。

行政開支為1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9,000,000港元），減少3,000,000
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從事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開發之業務產生之開發成本
減少所致。由於不可預見之技術困難，產品開發階段較預期更長。現時，尚未能確
定產品成功開發及投入市場之時間。項目開發已放緩速度，而管理層已採取措施監
察開發開支並將其控制在可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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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投資

於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之投資

南通江海主要從事鋁電解電容器及其相關元器件製造、銷售及生產、銷售高性能鋁
電解電容器用化成鋁箔。

分佔南通江海之溢利為3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5,000,000港元）。增加
乃主要由於(1)其產品組合轉向工業電容器，而工業電容器實現銷售額及毛利率上
升；及(2)電費下降導致化成鋁箔之生產成本降低。

於昆山維信諾顯示技術有限公司（昆山維信諾）之投資

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昆山維信諾顯示技術有限公司（昆山維信諾）為有機發光顯示器
產品生產經營企業。本集團已於過往年度就其於昆山維信諾之投資作出減值虧損撥
備，賬面值已撇減為零。昆山維信諾之表現此後得到改善，惟本集團並未撥回任何
先前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本集團將持續監察昆山維信諾之發展情況，以考慮是否將
減值虧損部份或全部撥回。

前景
展望未來，預期顯示器業務之貿易環境將充滿挑戰。本集團之利潤率將會受壓。本
集團致力擴大於高端產品市場之市場份額，並擴大產品範疇，以提升營業額及現有
產能之利用率。

管理層對本集團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業績仍持謹慎態度。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3（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6）。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零（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零）。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1,276,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
負債290,000,000港元及總權益986,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為約148,0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167,000,000港元），其中約1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8,000,000港元）已主要用於發出信用證、短期貸款及應付票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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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外幣資產和負債，使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管理層監控外
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37.5%權益之南通江海涉及一項法律訴訟，
被指違反合約協議，違約金額約為24,83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4,490,000港元）。南通江海及其法律顧問強烈反對該項申索，因此並未於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任何潛在負債計提撥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參考市場條款及行業慣例而釐定。酌情花紅及其他業績獎勵乃
基於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發放。本集團僱員福利計劃包括強制性及
自願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已採納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據此，一名獨立受託人將會於市
場上購買本公司股份，並以信託形式代該計劃參與者持有，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
司的僱員或顧問，直至該等股份按該計劃的條文歸屬於相關參與者為止。該計劃的
目的是作為獎勵，以挽留及鼓勵參與者對本集團之持續營運及發展作出貢獻。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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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示，或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獲知會，各董事、主要行
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所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好倉

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個人權益
透過控制
公司持有 總計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方鏗先生（註） 20,130,000 697,692,368 717,822,368 70.99%
李國偉先生（註） 40,522,013 697,692,368 738,214,381 73.01%

註：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擁有697,692,368股本公司股份。方鏗先生及李國偉先生分別
實益擁有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已發行股本51%及49%。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示，或本公司及聯交所根據標準守則獲知會，各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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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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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以下為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
記冊所示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

本公司股份好倉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註）

直接實益擁有 697,692,368 69.00%

Esca Investment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697,692,368 69.00%

Megastar Venture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697,692,368 69.00%

註：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由Esca Investment Limited（方鏗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51%
權益，及由Megastar Venture Limited（李國偉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49%權益。
Esca Investment Limited及Megastar Venture Limited所持有之股份與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有之權益相同，該等權益已在「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一節中披
露為方鏗先生及李國偉先生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知會擁有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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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並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
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現時
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董事會相信，由於董事必須致力以維持股東之長遠利
益為己任，故董事特定任期之限制並不適用。

董事會正審閱有關情況，並將在適當情況下採取必要措施（包括修訂本公司之細
則），以確保遵守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買賣之行為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
其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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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北俊議員、朱知偉先生及劉源新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且討論財務申報事宜，
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賬目。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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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列載於第10至26頁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附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必須符合其相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核數
師之責任為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本核數
師受聘之協定條款僅向全體董事報告，而此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本核數師概不
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
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審閱。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工作包括主
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
之範圍遠較按照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不能保證本核數師會知悉到
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工作，本核數師並無察覺到任何事項，使本核數師相信此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並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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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收入 3 449,050 411,147
銷售成本 (385,012) (350,344)

毛利 64,038 60,803
其他收入 6,171 9,072
利息收入 402 23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615 54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6,806) (24,333)
行政開支 (16,371) (19,337)
財務成本 – (37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5,701 25,218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3,758 51,826
所得稅開支 5 (6,983) (6,065)

期內溢利 6 56,775 4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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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外匯差額 9,064 54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5,839 46,303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6,936 47,793
　非控股權益 (161) (2,032)

56,775 45,761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5,529 48,461
　非控股權益 310 (2,158)

65,839 46,303

每股盈利
　基本 － 港仙 8 5.63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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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14,027 175,14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1,555 11,940
　聯營公司權益 686,233 646,166
　一間合營企業權益 10 324 –
　可供出售投資 2,739 2,739
　無形資產 1,459 1,459

916,337 837,451

流動資產
　存貨 110,157 95,07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66,899 131,821
　應收票據 11 12,253 13,487
　持作買賣投資 – 3,80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 – 68
　銀行結餘及現金 70,631 84,545

359,940 328,79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28,846 190,434
　應付票據 13 6,002 4,268
　應付股息 25,279 –
　應付稅項 17,908 15,402

278,035 210,104

流動資產淨值 81,905 118,6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8,242 95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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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615 10,076

986,627 946,0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02,231 202,231
　儲備 786,558 746,3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88,789 948,539
非控股權益 (2,162) (2,472)

總權益 986,627 946,067



14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一四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資本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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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原先呈列）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118,670 1,246,210 1,703,828 2,649 1,706,477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 – (36,236) (792,038) (828,274) (26) (828,300)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及經重列）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82,434 454,172 875,554 2,623 878,177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47,793 47,793 (2,032) 45,76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外匯差額 – – – – 668 – 668 (126) 542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668 47,793 48,461 (2,158) 46,303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25,279) (25,279) – (25,279)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83,102 476,686 898,736 465 899,201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90,956 518,635 948,539 (2,472) 946,067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56,936 56,936 (161) 56,77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外匯差額 – – – – 8,593 – 8,593 471 9,06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8,593 56,936 65,529 310 65,839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附註7） – – – – – (25,279) (25,279) – (25,279)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99,549 550,292 988,789 (2,162) 986,627

附註：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資本儲備結餘乃指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本總面值
與一九九三年本公司股份上市前進行集團重組時因收購而發行之本公司股份之總面值
之差額，並已計及將集團重組前因發行附屬公司股份而產生之股份溢價之有關數額重
新歸入資本儲備，以及過往年度削減股本時出現之儲備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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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0,881 11,219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16) (15,790)
向一間合營企業注資 (316)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7,357) (1,879)
已收上市聯營公司之股息（扣除預扣稅項） 4,659 –
其他 402 231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34,828) (17,438)

融資活動
聯營公司還款 68 –
籌集新銀行貸款 – 28,690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 68 28,69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增加淨額 (13,879) 22,471

匯率變動之影響 (35) 9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4,545 52,87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70,631 7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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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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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財務工具除外。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應用會計準則之若干變動，並已
相應重列比較數字。董事認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修訂）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及每股盈利並無重大影響。

會計準則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之影
響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

（原先呈列）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0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
修訂）調整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

（經審核及
經重列）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原先呈列）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0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

（於二零一一年
修訂）調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儲備 118,670 – (36,236) 82,434 118,620 – (35,518) 83,102
保留溢利 1,246,210 707 (792,745) 454,172 1,268,629 802 (792,745) 476,686
非控股權益 2,649 (26) – 2,623 586 (121) – 465

合計影響 681 (828,981) 681 (828,263)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惟於
本中期期間按下文所述之一間合營企業權益之會計政策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
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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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納新會計政策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合營企業指一項合營安排，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之訂約方據此對合營安排之資產淨值
擁有權利。共同控制權指按照合約協定對一項安排所共有之控制權，僅在相關活動必須
獲得共同享有控制權之各方一致同意方能決定時存在。

合營企業之業績、資產及負債使用權益會計法計入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惟有關投資或
部分投資分類為持作出售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入賬。根據權益法，於合營企
業之投資初步按成本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並於其後就確認本集團應佔該合營企業之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而作出調整。當本集團分佔合營企業之虧損超出本集團於該合營企
業之權益時（包括實質上成為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投資淨額一部分之任何長期權益），
本集團終止確認其所佔進一步虧損。僅於本集團已產生法律或推定責任，或已代表該合
營企業支付款項之情況下，方會進一步確認虧損。

於被投資方成為一家合營企業當日，對合營企業之投資採用權益法入賬。於收購一間合
營企業之投資時，投資成本超過本集團分佔該被投資方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淨值之任
何部分乃確認為商譽，並計入投資之賬面值。本集團所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重新評估
後之公平淨值與投資成本之任何差額，會於收購投資期間即時於損益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獲應用以釐定是否需要確認有關本集團投資於合營企業之
任何減值虧損。於有需要時，投資之全部賬面值（包括商譽）將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作為單一資產進行減值測試，方式為比較其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及公平
值減銷售成本之較高者）與其賬面值。被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均形成投資賬面值之一部
分。該減值虧損之任何撥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確認，惟受隨後增加之可收回投
資金額規限。

當集團實體與本集團之合營企業進行交易時，則與合營企業交易所產生損益僅於合營企
業之權益與本集團無關時，方於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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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一年期間）（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之修訂除外）；及

香港(IFRIC) －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期之剝除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確立有關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及披露，並取代以往包含於不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
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應修訂以要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並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
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披露之財務工具項目及非財務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對「公平值」的新定義且將公平值界定為根據現行市況在
主要（或最有利）市場於計量日期進行之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移負債所支付
之價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為出口價格，無論該價格是否可直接
觀察或使用其他估值方法估計。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廣泛之披露要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新訂公平值計量及披露
要求。董事認為應用新訂公平值計量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一四年中期報告19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為全面收益表引進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
訂，本集團之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
留以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續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之選擇權。然而，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入一節作出額外披露，以使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劃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於達成特定條件時，其後可重
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予以分配 － 即修訂並
無更改按除稅前或除稅後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現有選擇權。該項修訂已追溯應用，
故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經已修訂，以反映有關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之一部份）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作為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之一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修訂澄清，特定可呈報分類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僅於有關數額乃定期提供予主要
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及與上一份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之該可呈報分類之數
額有重大變動時方須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單獨披露。

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就表現評估及資源配置而審閱本集團可呈報分類之資產及負
債，故本集團並未將總資產及負債資料納入分類資料之一部份。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
之數額及 ╱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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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為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
示器模組」）及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乃根據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
運決策者、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呈報之資料，及集中於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出售產品之
種類而劃分。

以上可呈報及經營分類之資料呈報如下。

以下為於回顧期內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液晶體
顯示器

液晶體
顯示器
模組

液晶體
顯示器

相關光學
產品 分類合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91,276 257,774 – 449,050 – 449,050
　分類間銷售 79,349 – – 79,349 (79,349) –

合計 270,625 257,774 – 528,399 (79,349) 449,050

分類溢利（虧損） 19,754 10,094 (1,328) 28,520

利息收入 402
股息收入 104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
　變動之收益 85
未分配之行政成本 (1,06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5,701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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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液晶體
顯示器

液晶體
顯示器

模組

液晶體
顯示器

相關光學
產品 分類合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96,235 214,912 – 411,147 – 411,147
　分類間銷售 67,458 – – 67,458 (67,458) –

合計 263,693 214,912 – 478,605 (67,458) 411,147

分類溢利（虧損） 25,373 5,432 (5,029) 25,776

利息收入 231
股息收入 1,415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
　變動之收益 556
未分配之行政成本 (1,147)
衍生財務工具
　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54
財務成本 (37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5,218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826

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所帶來 ╱ 產生之溢利（虧損）扣除直接歸屬於各分類之銷售
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成本，並無分配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
動、未分配之行政成本、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財務成本、分佔一間合營企
業業績及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
量方法。

分類間銷售乃以成本或按成本另加溢利提價百分比計算。

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綜合基準將本集團作為整體審閱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故經營分
類並無獲分配資產或負債。因此，概無呈列分類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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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8) (2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58 (135)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154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85 556

615 549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1,958 2,109
　其他司法權區 3,486 2,695

5,444 4,804

遞延稅項
　本期 1,539 1,261

6,983 6,065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
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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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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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續）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可分派溢利須將向非
居民企業投資者所分派溢利之10%作為預扣稅項。然而，根據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就避免雙重徵稅及防止財政逃稅而訂立之安排，倘非居民企業投資者為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公司且該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實益擁有不少於中國公司25%之權益，則上述預扣
稅項可調減至5%。

根據上文所述，本集團已就分佔其中國上市聯營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來賺取之
可分派溢利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由於本集團可控制撥回附屬公司之暫時差額之時間，而
暫時差額亦可能不會於可預見期間撥回，故概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負
債。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975 13,292
陳舊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中） 4,064 1,425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6,023 2,798
呆賬撥備 716 256
已確認為開支之研究成本（包括於行政開支中） 1,328 5,029

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2.5港仙（二零一二年：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 25,279 2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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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盈利（千港元） 56,936 47,793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011,155,171 1,011,155,171

由於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本 集 團 撥 資 約51,841,000港 元（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期 間：
24,033,000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大其營運。

10. 合營企業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本集團與深圳市天正達電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天正達」）成立合營
企業江門億天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江門億天」），於該合營企業本集團與深圳市天正達
各自持有50%權益，且合營企業相關業務之決定須取得控股各方之一致同意。江門億天
之主要業務為電子產品買賣及進行研發。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天至120天之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76,683 61,986
31至60天 50,842 26,913
61至90天 21,829 21,700
91至120天 3,782 6,322

153,136 116,921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應收票據均於180天
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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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已於期內償還。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45,814 31,699
31至60天 38,222 17,928
61至90天 21,842 22,370
91至120天 10,978 14,440
120天以上 7,042 7,051

123,898 93,488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應付票據均於90天
內到期。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1,011,155,171 202,231

15. 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項目已訂約但並無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開支：
　－ 收購廠房及機器 5,323 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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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期內董事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3,692 3,632
離職後福利 130 127

3,822 3,759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37.5%權益之中國上市之聯營公司涉及一項法
律訴訟，被指違反合約協議，違約金額約為24,83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24,490,000港元）。聯營公司之管理層及其法律顧問強烈反對該項申索，及預期
該聯營公司最終將勝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