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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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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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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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3 473,743 513,416
銷售成本 (392,346) (433,752)

毛利 81,397 79,664
其他收入 5,222 5,467
利息收入 136 195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58 1,0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5,077) (34,202)
行政開支 (14,378) (13,076)
財務成本 (241) (22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5,490 47,721
分佔一間合資企業業績 – 127
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 5 323,713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6,420 86,725
所得稅開支 6 (44,983) (11,069)

期內溢利 7 371,437 7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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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全面收入總額 (30,594) (22,533)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外匯差額 (874) (47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39,969 52,645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66,444 73,087
 非控股權益 4,993 2,569

371,437 75,656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36,286 51,225
 非控股權益 3,683 1,420

339,969 52,645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9 36.7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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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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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00 268,036
投資物業 1,157 1,20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6,353 5,672
聯營公司權益 5 1,262,615 977,013
可供出售投資 2,739 2,739
無形資產 1,459 1,459
有抵押銀行存款 45,896 45,896

1,594,319 1,302,022

流動資產
存貨 126,893 95,5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50,103 178,291
應收票據 10 34,603 22,31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3 118
持作買賣投資 266 344
銀行結餘及現金 56,194 43,591

468,182 340,20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75,233 217,322
應付票據 11 12,448 760
銀行借貸 16,069 25,543
應付股息 99,964 –
應付稅項 31,576 32,106

435,290 275,731

流動資產淨值 32,892 64,4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27,211 1,366,49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7,775 22,288

1,569,436 1,344,2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99,928 199,928
儲備 1,343,120 1,108,6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43,048 1,308,619
非控股權益 26,388 35,589

總權益 1,569,436 1,34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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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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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期間重大事件及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上市聯營公司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透過非公
開發行向其他投資者增發94,562,647股股份。根據此次發行，本集團於南通江海之股權已
從37.5%被攤薄至31.84%。由於此次視作被攤薄之權益而導致本集團分佔資產淨值之差異
已確認為本期間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其詳情已於附註5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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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除若干以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外（如
適用）。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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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第38號之修訂

對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第12及第28號之修訂

有關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數額及╱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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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及液晶體顯示器相關產品，乃根據就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者」）、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呈報之資料，並
根據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出售產品之種類而劃分。



5

以下為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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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體
顯示器

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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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68,834 288,125 – 16,784 473,743 – 473,743
 分類間銷售 56,410 – – 2,060 58,470 (58,470) –

合計 225,244 288,125 – 18,844 532,213 (58,470) 473,743

分類溢利（虧損） 17,100 25,562 (31) (3,178) 39,453

利息收入 136
股息收入 110
未分配之行政成本 (2,241)
財務成本 (241)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5,490
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
 攤薄權益之收益 323,713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6,420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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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體
顯示器

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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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82,252 328,016 – 3,148 513,416 – 513,416
 分類間銷售 75,704 – – 1,647 77,351 (77,351) –

合計 257,956 328,016 – 4,795 590,767 (77,351) 513,416

分類溢利（虧損） 17,008 33,080 (150) (10,342) 39,596

利息收入 195
股息收入 272
未分配之行政成本 (1,099)
財務成本 (22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7,721
議價收購收益 136
分佔一間合資企業業績 1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8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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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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之行政成本、財務成本、
議價收購收益、分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業績以及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
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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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26) 93
匯兌收益淨額 384 823
議價收購收益 – 136

158 1,052

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分佔資產淨值

 上市聯營公司 1,085,793 768,676
 非上市聯營公司 176,822 208,337

1,262,615 977,013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 3,148,351 2,786,569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南通江海持有37.5%的權益，並將此投資入賬作為
一間聯營公司。於相關期間，根據南通江海向其他投資者非公開發行股份，本集團於南通
江海之股權已從37.5%被攤薄至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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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仍擁有其餘31.84%權益作為其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此交易已確認為損益表內於一間
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並按如下所示計算：

千港元

分佔攤薄後資產淨值 1,080,578
減：分佔攤薄前資產淨值 (756,865)

於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 323,713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5,128 7,911
其他司法權區 4,368 984

9,496 8,895

遞延稅項
本期 35,487 2,174

44,983 1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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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一間中國附屬公司被認定為高科技企業，可自二零一五
年至二零一七年三年期間享有1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獲相
關政府機構授予高科技企業名稱，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企業
所得稅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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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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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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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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預扣稅項之稅率可調減至5%。

根據上文所述安排，本集團已就分佔其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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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撥回，故概無就中國附屬公司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負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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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054 19,539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6,014 4,867
呆賬撥備 2,486 4,205
陳舊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中） 5,296 4,674

8.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5港仙（二零一五年：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4港仙） 49,982 40,102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特別股息
每股5港仙（二零一五年：零） 49,982 –

99,964 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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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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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千港元） 366,444 73,087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9,641,171 1,008,279,433

由於該兩個期間內及於報告期末並無已發行之重大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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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81,776 79,843
31至60天 64,467 25,228
61至90天 36,407 34,747
91至120天 19,055 12,748

201,705 152,566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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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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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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或以內 66,449 31,155
31至60天 32,369 13,025
61至90天 28,826 22,346
91至120天 19,972 13,370
120天以上 17,444 16,580

165,060 96,476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應付票據均於90天內到
期。

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20億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011,155 202,231
 購回股份 (8,608) (1,72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002,547 200,509
 購回股份 (2,906) (581)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999,641 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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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之本公司股份如下：

購回月份
每股面值0.20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每股股價
已付總代價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五年七月 6,398,000 1.35 1.05 7,692
二零一五年九月 2,210,000 1.45 1.31 3,030
二零一六年一月 2,906,000 1.85 1.74 5,291

11,514,000 16,013

上述股份於購回後註銷。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474,00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513,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39,000,000港元，跌幅為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36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73,000,000港元），增加
約293,000,000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之對外銷售額由182,000,000港元減少約
13,000,000港元至169,000,000港元。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之
營業額由328,000,000港元減少40,000,000港元至288,000,000港元。此減少主要因
全球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而導致需求減少。液晶體顯示器分類溢利與去年基本
持平，為17,000,000港元；而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分類溢利則由去年33,000,000港
元減少7,000,000港元至今年的26,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銷售額下降所致。液
晶體顯示器相關產品分類與電容觸控面板（「CTP」）有關，而CTP則錄得分類虧損
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0,000,000港元）。由於過往幾年進行的產品開發工
作在本期間開始實現營收，虧損狀況得以改善，銷售開始提振，然而，我們並不
預期CTP業務將在今年為本集團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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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營業額有所下降，在回顧期內錄得毛利增加至約8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80,000,000港元），毛利率增加至17%（二零一五年：16%）。盈利能力上升的
原因包括三方面：(1)TFT模組銷售增加，提高了利潤率；(2)過往幾年生產自動化
投資，提高了生產率；及(3)廣西省勞動力供應穩定，薪資較合理，提高了勞動效
率。

本期間其他收入為約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000,000港元）。其他收入主要
包括模具收入及殘次品銷售。

本年度其他收益及虧損之淨收益主要來自匯兌收益。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3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4,000,000港元），所佔營業
額比例維持於7%（二零一五年：7%）的水平。絕對額增加主要來自推銷開支及折
舊。

行政開支為14,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3,000,000港元），所佔銷售額比例維持
於約3%（二零一五年：3%）的水平。此增加主要來自員工有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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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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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適用於高性能鋁電解電容器的化成鋁箔。南通江海於相關期間月
完成非公開新發行A股（「配發」）。根據配發，南通江海按每股A股人民幣12.69
元向獨立投資者發行94,562,647股A股，所得款項（扣除附帶開支後）約為人民幣
1,180,000,000元。新籌集之資本將用於發展薄膜電容器及超級電容器業務。於緊
隨配發後，本集團於南通江海之股權由37.50%降至31.84%。根據配發，本集團於
本期間錄得視作攤薄收益約324,000,000港元（此乃會計溢利，對本集團並無產生
現金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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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視作攤薄收益，於回顧期間，分佔南通江海之溢利為34,000,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36,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2,000,000港元，降幅為6%。總體而言，銷
售額增長但本集團分佔溢利（以港元計）下跌，主要原因是非經常性收入的減少且
人民幣於期內貶值。受惠於電動車、充電樁、變頻空調、白色家電及工業應用分
類等市場的市場增長，銷售額及毛利有所提升。然而，由於價格競爭激烈，利潤
率面臨壓力。由於新客戶的產品驗證取得進展，薄膜電容器銷售勢頭有所增強，
同時南通江海將投入更大力度促進銷售的增長。另一方面，在產品獲得客戶驗證
後，預計於本年度下半年超級電容器的銷量將有所提高。

於昆山維信諾顯示技術有限公司（維信諾顯示）及昆山維信諾科技有限公司（維信
諾科技）之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維信諾顯示（本公司擁有43.9%權益之聯營公司）擁
有維信諾科技80%之權益，維信諾科技從事銷售及製造有機發光顯示器（「有機發
光顯示器」）產品。於該期間維信諾顯示進行了重組，據此其權益擁有人（包括本
集團）現時直接擁有維信諾科技。此外，維信諾顯示向其權益擁有人償還其部分
繳足資本。重組後，本集團仍擁有維信諾顯示43.9%的實際權益（其中業務活動已
減少）及持有維信諾科技35.1%的實際權益。

分佔維信諾顯示及維信諾科技的溢利為22,000,000港元，而去年數據則為
11,000,000港元。此增加部分源於業務表現良好，及部分源於確認出售固定資產
的收益。由於維信諾科技採納發展高盈利分類市場及致力於提高生產率的經營策
略，利潤率持續增長。

所得稅

與本集團核心業務有關的實際稅率（所得稅支出佔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百分比，撇
除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及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聯營公司未分派
溢利的預扣稅4,000,000港元及於一間聯營公司視作被攤薄權益之收益的遞延稅項
32,000,000港元）為24%（二零一五年：21%）。

前景

展望未來，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業務營商環境挑戰重重，包括可能
面臨需求停滯及激烈的價格競爭。利潤率將不可避免地繼續面臨嚴峻壓力。我們
堅持實施瞄準高價值及高盈利分類市場及採納自動化生產以提高生產力的戰略，
並堅信我們將繼續成為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市場極具競爭力的一
員。另一方面，南通江海及維信諾科技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正盈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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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2）。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1.0%（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1.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2,062,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負
債493,000,000港元及總權益1,569,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為約195,0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195,000,000港元），其中約3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2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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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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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且本集團資產概無任
何重大抵押或質押（二零一五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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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獨立受託人將可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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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15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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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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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行為
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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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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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朱知偉先生及劉源新先生以
及非執行董事方仁德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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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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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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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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方仁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北俊先生，
GBS，JP、朱知偉先生及劉源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