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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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下跌8%至474,000,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則增加293,000,000港元至366,000,000港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本公
司聯營公司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視作攤薄收益之非經常性
項目324,000,000港元所致。倘不計及南通江海的視作攤薄收益（稅後），則本集
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75,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73,000,000港元。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電子產品之需求普遍疲弱。市況不佳對本集團液晶體顯示器
（「液晶體顯示器」）和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的銷售表現造成影
響。然而，回顧期內的毛利有所增加，原因如下 - (1)致力在高銷售價值市場分部佔
據市場份額的策略，如薄膜電晶體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市場；(2)生產自動化提升了
生產效益，同時令本集團對勞動力的依賴程度降低；(3)廣西省的產能擴大，當地
提供了穩定的相對較低成本勞動力供應；及(4)電容觸控面板（「CTP」）的銷售改善
以致其業務的虧損有所減少。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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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本集團於期內應佔其溢利為22,000,000港
元，較去年增加11,000,000港元。有關增加部分是由於其銷售利潤率較高，另外
是由於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所致。憑藉多元化的客戶組合、富有經驗的管理團隊以
及出色的技術能力，維信諾科技在中國與海外市場均佔有強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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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九月非公開發行A股（「配售」）完成後，本集團於南通江海（其股份於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權由37.5%攤薄至31.8%。本次配售募集新資本人民幣
1,200,000,000元，用於擴大薄膜電容器與超級電容器業務。此外，配售導致本
集團確認視作攤薄收益約324,000,000港元。以港元計，本集團應佔南通江海的
溢利減少2,000,000港元至34,000,000港元。其應佔溢利下降主要是由於非經常
性收入減少及人民幣貶值所致。儘管如此，鋁電解電容器業務已呈現出改善的跡
象。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南通江海錄得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
同期增長33.54%。憑藉在鋁電解電容器行業的強大優勢以及強勁的財政資源與出
色的技術能力，南通江海進軍薄膜電容器及超級電容器市場，此舉強化其在中國電
容器市場的領先地位。

展望未來，液晶體顯示器與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業務仍面臨重重挑戰。我們相信，我
們目前採用的策略將繼續引導本集團在市場上佔據有力的競爭優勢。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就員工所付出之努力及股東之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
方鏗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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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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類的銷售開始提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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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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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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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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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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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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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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期內非經常性收
入的減少且人民幣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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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獲得新客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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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擁有維信諾科技35.1%的實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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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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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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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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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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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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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000 – 20,130,000 2.01%
李國偉先生（註(i)） 69,628,381 610,000,000 679,628,381 67.99%
梁子權先生（註(ii)） 1,090,000 – 1,090,000 0.11%

本公司股份淡倉

透過控制
公司持有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李國偉先生（註(i)） 40,000,000 4.00%

註：

(i)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擁有61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並向承授人授出認購期權
以認購合共40,000,000股有關股份。李國偉先生實益擁有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已
發行股本41.70%。

(ii) 1,090,000股股份指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授出之股份，並須待歸屬條件滿意地達
成後，方始作實。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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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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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0,000 61.02%
Esca Investment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610,000,000 61.02%
Megastar Venture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610,000,000 61.02%
Fang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610,000,000 61.02%

本公司股份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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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4.00%
Esca Investment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40,000,000 4.00%
Megastar Venture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40,000,000 4.00%
Fang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註）

間接實益擁有 40,000,000 4.00%

註：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由Esca Investment Limited（Fang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全
資擁有之公司，該公司並無股東擁有其20%以上的已發行股本）持有58.30%權益，
及由Megastar Venture Limited（李國偉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41.70%權益。Esca 
Investment Limited、Megastar Venture Limited以及Fang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所持
有之股份與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有之權益相同，該等權益亦已在「董事及主要
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一節中披露為李國偉先生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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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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田北俊先生（「田先生」）已退任立法會議員。此外，田先生
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已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起正式從
聯交所退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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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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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列於第11至28頁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
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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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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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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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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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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64,100 26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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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50,103 178,291
 應收票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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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75,233 217,322
 應付票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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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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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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99,928 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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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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換算儲備
股份獎勵

儲備
為獎勵計劃

而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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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02,231 126,763 2,125 7,829 89,064 959 (12,174) 776,915 1,193,712 20,466 1,214,178

期內溢利 – – – – – – – 73,087 73,087 2,569 75,65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外匯差額 – – – – (21,862) – – – (21,862) (1,149) (23,01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21,862) – – 73,087 51,225 1,420 52,645

購回普通股 (1,722) (10,722) – 1,722 – – – – (10,722) – (10,722)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之股份 – – – – – – (4,680) – (4,680) – (4,680)
確認股份獎勵計劃
 之以權益結算之股份
 支付開支 – – – – – 1,218 – – 1,218 – 1,218
股份獎勵計劃之已歸屬股份 – – – – – (685) 685 – – – –
已宣派股息（附註8） – – – – – – – (40,102) (40,102) – (40,10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0,509 116,041 2,125 9,551 67,202 1,492 (16,169) 809,900 1,190,651 21,886 1,212,537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61,574 2,389 (16,096) 937,817 1,308,619 35,589 1,344,208

期內溢利 – – – – – – – 366,444 366,444 4,993 371,43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
 之外匯差額 – – – – (30,158) – – – (30,158) (1,310) (31,46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30,158) – – 366,444 336,286 3,683 33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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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換算儲備
股份獎勵

儲備
為獎勵計劃

而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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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之股份 – – – – – – (4,680) – (4,680) – (4,680)
確認股份獎勵計劃之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
 支付開支 – – – – – 2,787 – – 2,787 – 2,787
股份獎勵計劃之已歸屬股份 – – – – – (1,828) 1,828 – – – –
支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12,884) (12,884)
已宣派股息（附註8） – – – – – – – (99,964) (99,964) – (99,96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31,416 3,348 (18,948) 1,204,297 1,543,048 26,388 1,569,436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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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936 39,009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74) (10,97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4,035) (8,037)
已收上市聯營公司之股息
 （扣除預扣稅項） 14,139 14,829
聯營公司股本削減之所得款項 48,120 –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入淨額 – 320
已收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110 272
利息收入 136 19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84 12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34,480 (3,270)

融資活動
購回普通股之付款 – (10,722)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股份之付款 (4,680) (4,680)
償還銀行借貸 (25,543) (8,483)
已付利息 (241) (223)
籌集之銀行借貸 16,069 11,914
（墊款予聯營公司）聯營公司還款 (5) 34
支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12,884)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7,284) (12,16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14,132 23,579

匯率變動之影響 (1,529) (43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591 36,80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56,194 5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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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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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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之財
務工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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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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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對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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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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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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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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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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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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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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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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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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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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佔一間合營
 企業業績 127

議價收購收益 136

除所得稅前溢利 8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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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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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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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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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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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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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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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已獲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
由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三年間可享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五年獲相關政府批准成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中國企業所得稅按15%之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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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非
居民投資者所分派之溢利之10%繳納預扣稅。然而，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
對所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倘非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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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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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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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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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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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於該兩個期間內及於報告期末並無發行在外之重大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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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本集團花費約17,42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6,995,000港元）用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該等新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用於
中國製造廠的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的生產。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120天之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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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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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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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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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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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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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通
過香港聯交所購回其自身股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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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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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旨在肯定若干合資格人士之貢獻及鼓勵彼等作出貢獻，並提供獎勵及協助
本集團挽留其現有合資格人士及招聘更多合資格人士以協助本集團之持續經營及發展，
並就達到本公司的長期商業目標向彼等提供直接經濟利益。

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據股份獎勵計劃，現有股
份將由受託人從市場上以本集團的現金購買，並根據該計劃的條款以信託形式為相關經
甄選參與者持有，直至該等股份歸屬於相關經甄選參與者。

下表載列本集團合資格人士根據該計劃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之變動：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未歸屬股份 8,786,000
於本期間授出 2,750,000
於本期間歸屬 (660,00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未歸屬股份 10,876,000

本期間於授出日期之獎勵股份之公平值乃基於該日期之本公司所報股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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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之財務資產於各報告期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列示有關如何釐定財務資產公平
值之資料。

財務資產 公平值 公平值層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項目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 266 344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之報價

除上表所詳列者外，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平值並非經常以公平值計量：

－ 其他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平值乃根據公認定價模式，並按已貼現之現金流量
分析計算。

－ 董事認為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與彼
等之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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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250,000元（相等於約312,000港元）收購一
間在中國註冊成立並主要從事買賣電子元件之合營企業（私營有限責任公司）額外50%
之股權。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先前持有該合營企業50%之股權。於收購
完成後，該合營企業成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千港元

已轉讓代價
現金 312

於收購日期確認之所收購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 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80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3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533)

909

議價收購
已轉讓代價 312
加：先前持有之50%股權 461
減：已收購資產淨值 (909)

(136)

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入
已付現金代價 (312)
減：已收購銀行結餘及現金 632

320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包括新收購附屬公司產生額外業務金額約
276,000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包括新收購附屬公司
金額4,527,000港元。

倘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總收益為約519,083,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為約
75,784,000港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之用，即使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完成，並
不一定代表本集團收益及經營業績可實現的金額，亦不擬成為未來業績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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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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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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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35,347 16,161

18.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之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向董事（為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支付之薪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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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4,640 3,977
離職後福利 166 133

4,806 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