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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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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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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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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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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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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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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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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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66,899 131,821
　應收票據 9 12,253 13,487
　持作買賣投資 – 3,80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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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8,846 190,434
　應付票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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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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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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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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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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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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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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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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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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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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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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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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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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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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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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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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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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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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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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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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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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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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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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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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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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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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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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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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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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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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方鏗先生，GBS，J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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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朱知偉先生及 
劉源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