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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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9）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411,147 387,936
銷售成本 (350,344) (321,423)

毛利 60,803 66,513
其他收入 9,072 7,958
利息收入 231 22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49 (17,41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333) (23,838)
行政開支 (19,337) (14,383)
財務成本 (377)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5,218 29,62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826 48,677
所得稅開支 5 (6,065) (4,116)

期內溢利 6 45,761 4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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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外匯差額 (176) 39,09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5,585 83,659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7,698 44,110
　非控股權益 (1,937) 451

45,761 44,561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7,648 83,197
　非控股權益 (2,063) 462

45,585 83,659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 4.72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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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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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30 166,09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3,815 1,936
　聯營公司權益 1,584,012 1,558,794
　可供出售投資 2,739 2,739
　無形資產 1,459 1,459

1,766,155 1,731,021

流動資產
　存貨 110,351 80,38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9,694 136,168
　應收票據 9 13,803 2,556
　持作買賣投資 37,932 48,536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442 52,877

387,222 320,52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07,654 186,242
　應付票據 10 5,664 4,076
　應付股息 25,279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19 311
　衍生財務工具 298 452
　銀行借貸 28,690 –
　應付稅項 16,779 13,136

284,483 204,217

流動資產淨值 102,739 116,3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68,894 1,847,3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2,111 140,850

1,726,783 1,706,47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2,231 202,231
　儲備 1,523,966 1,501,5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26,197 1,703,828
非控股權益 586 2,649

總權益 1,726,783 1,70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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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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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已呈報數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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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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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末，本集團開始開發液晶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期內，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
現評估而言，主要營運決策者視該等產品為獨立營運及呈報分類。

以上分類之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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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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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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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液晶體
顯示器

液晶體
顯示器
模組 分類合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91,450 196,486 387,936 – 387,936
 分類間銷售 53,062 – 53,062 (53,062) –

合計 244,512 196,486 440,998 (53,062) 387,936

分類溢利 23,778 12,965 36,743

利息收入 221
股息收入 849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12,790)
未分配之行政成本 (3,515)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2,456)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9,62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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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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買賣投資及衍生財務工具之
公平值變動、未分配之行政成本、財務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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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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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6) 175
匯兌虧損淨額 (135) (2,348)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154 (2,456)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556 (12,790)

549 (17,419)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2,109 152
　其他司法權區 2,695 2,483

4,804 2,635

遞延稅項
　本期 1,261 1,481

6,065 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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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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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根據上文所述，本集團已就分佔其聯營公司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之後賺取之可分派溢利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由於中國附屬公司及其餘聯營公司自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並無任何可分派溢利，故概無就該等附屬公司及其餘聯營公司確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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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292 9,248
陳舊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中） 1,425 2,267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2,798 5,221
呆賬撥備 256 3,411

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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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 25,279 20,223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特別股息每股零港仙
　（二零一一年：每股3港仙） – 30,335

25,279 5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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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千港元） 47,698 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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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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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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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69,995 61,870
31至60天 50,526 35,424
61至90天 15,838 9,819
91至120天 1,096 7,188

137,455 114,301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應收票據均於90天內到
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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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45,233 35,991
31至60天 40,532 21,459
61至90天 19,387 12,843
91至120天 5,459 11,301
120天以上 4,063 7,483

114,674 89,077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應付票據均於90天內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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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營業額約為411,0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388,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3,000,000港元，增幅6%。本
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48,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4,000,000港元），增加
約4,000,000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之營業額由191,000,000港元增加5,000,000港元至196,000,000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之營業額由196,000,000港元增加19,000,000港元至215,000,000
港元。分類業績方面，液晶體顯示器分類由去年分類溢利24,000,000港元增加
1,000,000港元至今年25,000,000港元，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分類則由去年溢利
13,000,000港元減少8,000,000港元至今年5,000,000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毛利約6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67,000,000港元），毛利率為15%（二零一一年：17%）。毛利率下降之原因有
三：(1)國內薪資上漲之趨勢延續；(2)新生產線之良率尚處於爬坡階段；及(3)價
格競爭激烈。

期內，其他收入約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000,000港元），主要來自模具收
入、殘次品銷售和所收取之股息。

其他收益及虧損之淨收益約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淨虧損17,000,000港
元），主要來自持作買賣投資及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約1,0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虧損15,0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24,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4,000,000港元），佔營業額之
比率維持於6%（二零一一年：6%）。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為1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14,000,000港元），增加金額為5,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從事液晶體顯示器
相關光學產品開發及銷售之新業務產生額外開支所致。有關業績已列入分類資料
中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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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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銷售以及生產和銷售高性
能鋁電解電容器用化成箔。

於回顧期間，全球經濟低迷對南通江海之業務表現造成影響。南通江海之營業額
和營業溢利較上年有所減少。由於客戶採取「消化存貨」措施，導致海外及中國市
場之鋁電解電容器需求下滑。化成鋁箔作為鋁電解電容器之主要原料之一，銷量
無可避免亦受到影響。於回顧期間，分佔南通江海之溢利由30,000,000港元減少
至2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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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就其於昆山維信諾之投資作出減值虧損撥備，賬面
值已於過往年度撇減為零。因此，本集團期內並無分佔昆山維信諾之任何溢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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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仍然不穩定，中國的人工成本將繼續處於高水平。本集團之
利潤率預期仍將承受壓力。本集團將繼續擴大高端市場之市場份額，並採取措施
精簡業務及提高生產效率。

管理層對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業績持謹慎態度。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1.7%（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零）。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2,153,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負
債427,000,000港元及總權益1,726,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合計為約167,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67,000,000港元），其中約4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9,000,000港元）已主要用於發出信用證、短期貸款及應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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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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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有關衍生財務工具投資之證券買賣融資由本集團之持
作買賣投資約5,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1,000,000港元）作抵
押。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之融資約19,10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18,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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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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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的詳情已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公告。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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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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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之董事資料變更如下：

田北俊議員已當選立法會議員，自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起為期四年。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 條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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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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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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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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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賬目。

刊登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http://www.yeebo.com.hk)。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將在適當時間
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方鏗先生，GBS，太平紳士、李國
偉先生及梁子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北俊議員，GBS，太平紳士、朱知
偉先生及劉源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