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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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

隨著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病毒爆發，報告期內疫情導致全球經濟放緩。由於需求減

少，本集團之營業額由約451,000,000港元減少至436,000,000港元。然而，本
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63,000,000港元增至81,000,000港元，主要
是由於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增加。

於回顧期間，為控制新冠病毒擴散所採取的限制措施產生之影響令全球經濟活動

受到抑制，並對液晶顯示器（「LCD」）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LCM」）之需求造成壓
力。全球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呈疲弱態勢。製造業產能利用不足的狀況導致激烈的市

場價格競爭。此外，由於人民幣升值導致製造成本增加，從而令本期間核心業務利

潤率下降。

為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本集團採取動態定價策略來保持競爭力，並採取降低成本

及提高生產效率之措施來保障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一旦當前形勢減輕，本集團為

經濟復甦做好準備。本集團將加強薄膜晶體管（「TFT」）及薄膜晶體管－電容式觸控
面板（「TFT-CTP」）模組的產品開發以及提高單色LCD和LCM的附加值，在高價值市
場中搶佔更多市場份額並形成較高的盈利能力。此外，我們已投資一條新生產線，

該生產線將升級並擴充TFT模組及TFT-CTP模組生產設施。

在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本集團分佔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海」，一間本集團擁有31.7%權益之聯營公司）的溢利由47,000,000港元
上升至63,000,000港元。南通江海亮麗的業績反映其於以下領域成功地實施的策
略：

1. 憑藉其在鋁電解電容器市場建立的長期強大技術及營銷平台，南通江海已擴
展進軍超級電容器、薄膜電容器及疊片式高分子固態電容器市場。這對南通

江海的業務發展產生協同效應。南通江海是全球少數具備開發、製造及銷售

多種電容器能力的電容器製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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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及工業市場的廣泛市場覆蓋範圍已擴展到新能源、電網、工業機器人、
5G通信、消費類電子產品、軌道交通及不間斷電源領域，此為持續增長提供
一個多元化的市場及客戶組合。

3. 垂直整合鋁電解電容器、薄膜電容器及超級電容器主要原材料的生產。該整
合生產不僅可以製造大尺寸及小尺寸、高壓及低壓以及高比容的各種電容

器，最重要的是，亦形成成本比較優勢，並確保內部供應可靠及優質主要原

材料。

本集團分佔蘇州清越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清越」，前稱昆山維信諾科技有

限公司，一間本集團擁有35.1%權益之聯營公司）之溢利較去年增加6,000,000港
元至14,000,000港元。蘇州清越於回顧期間錄得強勁財務表現。有機發光二極
管（「OLED」）業務在醫療器械、醫療保健產品等高增長領域繼續保持增長。另一方
面，蘇州清越憑藉自身強大的研發團隊，努力拓寬產品線，旨在實現業務增長。蘇

州清越近期成功推出電子紙模組，以把握對節能顯示器不斷增長的需求，有望於日

後帶來正面貢獻。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為全球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確定性。本集團於下半年持審慎

態度。然而，本集團承諾通過在高價值市場採用進取營銷策略並實施生產優化計劃

來維持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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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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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436,00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45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5,000,000港元，跌幅
為3%。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8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63,000,000港
元），增加約18,000,000港元或29%。

新冠病毒疫情已對業務營運環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消費及製造活動減弱致使全

球需求下降。本集團之收入分析顯示，液晶體顯示器（「LCD」）銷售小幅度增長3%
至94,000,000港元，主要由於醫療保健產品行業增長所致。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LCM」）的銷售額由297,000,000港元下滑至294,000,000港元。單色LCM的市
場需求下跌，但大部分跌幅被薄膜晶體管（「TFT」）模組銷售增長（由於積極的市場
推廣所致）所抵銷。LCD相關產品（指電容式觸控面板（「CTP」）及CTP模組）銷售下
跌25%至47,000,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日本市場的需求放緩所致。本集團為緩解
狀況作出應對，專注於快速恢復生產並將營銷目標轉向高增長市場領域。然而，盈

利能力已受到以下因素影響：(1)製造業供應過剩的狀況引起激烈價格競爭；(2)人
民幣升值令製造成本提高；及 (3)產能未充分利用致使工廠間接成本未充分分攤。
因此，於回顧期間，毛利由73,000,000港元減少至61,000,000港元，毛利率由
16.3%下降至14.1%。

其他收入項目主要包括政府補助、模具收入、殘次品銷售及租金收入。本期間其他

收入約為15,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7,000,000港元）。有關提升主要由於政
府補助增加。

本期間其他收益及虧損之淨虧損6,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匯兌虧損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3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7,000,000港元），跌幅為
3%，主要由於本集團嚴格控制推銷費用所致。

行政開支為14,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4,000,000港元），與去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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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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本集團擁有31.7%權益之聯營公司）主要從事鋁電解電容器、薄膜
電容器及超級電容器的製造及銷售，以及高性能鋁電解電容器之化成鋁箔的生產及

銷售。

於回顧期間，分佔南通江海的溢利由47,000,000港元增加16,000,000港元或
34%至63,0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南通江海取得出色財務表現，主要由於以
下原因：

1. 鋁電解電容器業務繼續在市場站穩腳跟並錄得強勁銷售增長。由於疫情期間
生產的迅速恢復，南通江海能夠在中國及海外市場交付更多的訂單。目標定

位於醫療器械及新能源市場等高增長市場的積極營銷策略已被證明是有效且

成功的。

2. 薄膜電容器業務已進行生產優化，使產能利用率有所提高且其市場開發表現
出切實進展。

3. 超級電容器業務隨著新工廠的順利生產表現出可喜增長。新能源、軌道交通
及電網等高增長潛力市場已成為其業務擴張的核心增長支柱。

4. 就位於湖北省生產小型電容器及疊層電容器的新工廠而言，試運行進展順
利。產品測試及客戶審批流程亦已順利開展。

於蘇州清越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清越」，前稱昆山維信諾科技有限公
司）之投資

分佔蘇州清越（一間本集團擁有35.1%權益之聯營公司，從事有機發光二極管
（「OLED」）的銷售及生產）之溢利約為14,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6,000,000
港元。蘇州清越錄得大幅強勁銷售增長，此乃由於其於醫療設備及醫療保健產品市

場成功佔領巨大市場份額，替代了可穿戴市場的銷售下跌。此外，蘇州清越成功開

發電子紙模組作為新產品線，於回顧期間其已推出市場。新業務線預期將帶來日後

快速增長勢頭。生產優化、存貨管理及生產效率已進一步提升，並進而轉化為更高

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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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棗莊睿諾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棗莊睿諾」，前稱棗莊維信諾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之投資

棗莊睿諾（一間位於山東省本集團擁有40%權益之聯營公司）主要從事柔性印刷電
路板及OLED相關材料的製造及銷售。於本期間，本集團分佔棗莊睿諾的虧損為
1,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500,000港元。產品開發進程慢於預期，為回顧期
間錄得經營虧損的主要原因。

所得稅

與本集團核心業務有關的實際稅率（撇除聯營公司未分配溢利預扣稅之所得稅開

支佔撇除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之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百分比）為24%（二零一九年：
26%）。

前景
鑒於全球經濟復甦的時點存在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對財政年度下半年的業績持審慎

態度。本集團致力於專注LCM、TFT模組及CTP模組的產品開發，以在高價值產品
分類爭取更多市場份額，同時改進生產流程以提高效率，保持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預期南通江海及蘇州清越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正面盈利貢獻。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9（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3）。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0.2%（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0.2%）。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2,343,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
負債391,000,000港元及總權益1,952,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163,000,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163,000,000港元），其中約4,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4,000,000港元）已主要用於簽發信用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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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持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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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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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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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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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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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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個人權益
透過受控
法團持有 總計

佔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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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i)） 144,402,381 570,000,000 714,402,381 71.47%
梁子權先生（附註(ii)） 2,460,000 – 2,460,000 0.25%

附註：

(i)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擁有本公司570,000,000股股份。李國偉先生實益擁有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已發行股本的41.70%。

(ii) 2,460,000股股份指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授出之股份。該等股份須待歸屬條件滿意
地達成後，方始作實，其中64,000股股份已歸屬。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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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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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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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直接實益擁有 570,000,000 57.02%
Esca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 間接實益擁有 570,000,000 57.02%
Megastar Venture Limited（附註） 間接實益擁有 570,000,000 57.02%
肇豐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間接實益擁有 570,000,000 57.02%

附註： 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由Esca Investment Limited（一間由肇豐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之公司，其股東概無持有其已發行股本之20%以上）及Megastar Venture Limited（一
間由李國偉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分別持有58.30%及41.70%權益。Esca Investment 
Limited、Megastar Venture Limited及肇豐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之股份代表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有之相同權益，該等權益已在「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證券權
益」一節中作為李國偉先生之權益而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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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知偉先生
及劉源新先生（兩者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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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專門

詢問全體董事，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

其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中的兩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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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的簡明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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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公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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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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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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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435,593 450,957
銷售成本 (374,215) (377,514)

毛利 61,378 73,443
其他收入 4 14,507 7,234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6,320) (7,821)
銷售及分銷開支 (36,007) (37,453)
行政開支 (13,953) (13,640)
財務成本 (233) (23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5,546 53,879

除所得稅前溢利 94,918 75,412
所得稅開支 7 (9,226) (8,697)

期內溢利 8 85,692 66,715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將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扣除相關所得稅） 2,187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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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公司 19,559 2,991
  聯營公司 57,976 (86,049)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165,414 (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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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1,277 63,127
 非控股權益 4,415 3,588

85,692 66,715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全面

 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8,866 (15,219)
 非控股權益 6,548 2,002

165,414 (13,21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10 8.3 6.3

 －攤薄 10 8.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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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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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31,338 219,936
使用權資產 7,255 9,164
投資物業 1,277 1,378
收購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7,887 14,412
聯營公司權益 6 1,473,403 1,364,42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5,615 2,739
無形資產 1,459 1,459

1,738,234 1,613,511

流動資產
存貨 134,219 111,4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26,800 170,12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1 3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 5,66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股息 5,59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7,622 230,626

604,267 517,89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44,615 203,318
應付股息 49,131 –
合約負債 7,291 7,487
租賃負債 2,665 3,928
應付稅項 12,606 10,071
銀行借貸 4,205 4,022

320,513 228,826

流動資產淨值 283,754 289,0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21,988 1,90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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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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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74 58,801
租賃負債 5,153 5,598

70,327 64,399

1,951,661 1,838,1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99,928 199,928
儲備 1,713,269 1,605,5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13,197 1,805,460
非控股權益 38,464 32,724

總權益 1,951,661 1,83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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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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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附註1）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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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23,465 6,521 (15,910) (3,504) 1,587,094 1,920,601 23,665 1,944,266

期內溢利 – – – – – – – – 63,127 63,127 3,588 66,71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3,126 – 3,126 – 3,126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81,472) – – – – (81,472) (1,586) (83,058)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81,472) – – 3,126 63,127 (15,219) 2,002 (13,217)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之股份 – – – – – – (4,698) – – (4,698) – (4,698)
確認股份獎勵計劃下

 以權益支付之開支 – – – – – 1,330 – – – 1,330 – 1,330
派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1,547) (1,547)
已宣派股息（附註9） – – – – – – – – (149,946) (149,946) – (149,94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解除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37) (37)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58,007) 7,851 (20,608) (378) 1,500,275 1,752,068 24,083 1,776,151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61,199) 9,085 (22,450) (8,859) 1,565,948 1,805,460 32,724 1,838,184

期內溢利 – – – – – – – – 81,277 81,277 4,415 85,69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2,108 – 2,108 79 2,187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75,481 – – – – 75,481 2,054 77,535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75,481 – – 2,108 81,277 158,866 6,548 16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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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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附註1）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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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之股份 – – – – – – (4,677) – – (4,677) – (4,677)
確認股份獎勵計劃下

 以權益支付之開支 – – – – – 1,250 – – – 1,250 – 1,250
應派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808) (808)
已宣派股息（附註9） – – – – – – – – (49,131) (49,131) – (49,131)
分佔聯營公司權益的其他權益變動 – – – – – – – 1,429 – 1,429 – 1,429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9,928 110,750 2,125 10,132 14,282 10,335 (27,127) (5,322) 1,598,094 1,913,197 38,464 1,951,661

附註1： 本集團之資本儲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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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2： 本集團之其他儲備乃指 ： (a)分佔來自聯營公司之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財
務資產公允值變動；及(b)聯營公司之其他權益交易， 包括就該聯營公司收購之額

外附屬公司權益而支付之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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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47,960 44,360
存貨（增加）減少 (14,366) 14,9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24,981) (5,58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40,663 15,461
其他經營現金流量 189 38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49,465 69,237
已付所得稅 (1,859) (2,148)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7,606 67,089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9,009) (11,54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9,859) (8,507)
已收聯營公司之股息，扣除預扣稅項 21,429 22,446
已收利息收入 482 1,5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82 311
貸款╱墊款予一間非上市聯營公司
 管理層擁有的公司 (28,465) (33,872)
墊付予聯營公司 – (2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 96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35,240) (29,547)

融資活動
償還租賃負債 (2,575) (1,699)
已付利息 (233) (230)
已付股息 – (99,964)
為股份獎勵計劃而購買股份之付款 (4,677) (4,698)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14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485) (106,73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4,881 (69,19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0,626 318,123

匯率變動的影響 2,115 (1,60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237,622 24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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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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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除若干以公允值計量之財務工具外

（如適用）。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的新增會計政策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及以下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減。

除下述者外，本期間應用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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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重大性之定義之影響

該等修訂給出重大性新定義，即「如資料遺漏、誤報或被掩蓋可合理預期將影響一般目

的財務報表（提供某個特定報告實體之財務資料）之主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

之決定，則該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亦澄清，就財務報表作為整體而言，重大性取決

於資料之性質或重要程度（不論單獨或與其他資料共同）。

於本期間應用該等修訂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影響。應用該等修訂之呈報及

披露變動（如有）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3. 收入╱分類資料

於本期間前，本集團根據所出售產品之種類劃分為四個經營分部，包括液晶體顯示器、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及液晶體顯示器相關產品。於本期間，

本集團重新調整其內部報告架構，將四個經營分部合併為一個經營分類，即液晶體顯示

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為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上一年度披露已重新呈列。

分類溢利指經營分類所產生之毛利及若干直接歸屬於該分類之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

損項目，扣除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並無分配利息收入、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未分配之行政開支、匯兌差額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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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435,593 450,957

分類溢利－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26,768 27,078

利息收入 482 1,547
匯兌虧損淨額 (8,683) (4,98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 2,876 –
未分配之行政開支 (1,838) (1,877)
財務成本 (233) (23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5,546 53,879

除所得稅前溢利 94,918 7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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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分類資料（續）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分類之經營業績作出決定。由於主要經營決策者不會就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之分析，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因此，僅呈列

分類收入及分類業績。

本集團之收入指來自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之收入，並於某

一時點確認。銷售產品之收入於產品交付及所有權移交予客戶時確認，即產品控制權轉

讓予客戶且客戶有能力指示產品用途之時。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 94,378 91,244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294,055 296,908
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 85 111
液晶體顯示器－其他相關產品 47,075 62,694

435,593 450,957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包括香港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經營業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按地區劃分之資料詳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1,402 50,217
中國大陸 86,964 77,195
日本 56,553 78,805
美國 39,171 31,040
台灣 21,847 17,716
德國 52,806 54,309
西班牙 26,583 25,263
其他歐洲國家 91,884 91,140
其他亞洲國家 15,360 18,284
其他國家 3,023 6,988

435,593 450,957

由於客戶分散，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單一客戶向本集團總收入貢獻超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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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助（附註） 9,893 140
其他 611 976
模具收入 1,830 1,084
殘次品銷售 674 701
租金收入 518 556
沒收客戶按金 – 745
利息收入 482 1,547
補償收入 499 1,485

14,507 7,234

附註： 該項目指從中國大陸及香港的當地政府授予的無條件補助中獲得的現金。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公允值變動收益 2,87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64 23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32
匯兌虧損淨額 (8,683) (4,985)
其他 (577) (3,100)

(6,320)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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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佔資產淨值

 上市聯營公司 1,290,510 1,196,915
 非上市聯營公司 182,893 167,508

1,473,403 1,364,423

上市聯營公司之公允值 2,905,378 2,228,466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2,184 3,08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3,537 2,893
 其他司法權區 235 787

5,956 6,765

遞延稅項 3,270 1,932

9,226 8,697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

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均為25%，惟本公司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獲
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可享15%（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之稅率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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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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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370 22,84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48 1,970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72 230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61 –
沖回慢流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中） (2,448) (2,882)
信貸虧損撥備（扣除撥回） 1,926 3,088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9,751 12,137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特別股息每股10港仙 – 99,96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每股5港仙） 49,982 49,982

49,982 149,946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宣派股息49,982,000港元。該金額與綜
合權益變動表內所披露確認為分派之股息金額之間的差額指將支付予本集團股份獎勵計

劃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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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81,277 63,12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4,259 999,641
就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授出但尚未歸屬之股份

 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影響 5,275 –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9,534 999,641

上文所示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經扣除股份獎勵計劃信託持有之股

份後得出。

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授出但尚

未歸屬之股份產生的攤薄影響極其微小。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本集團花費26,07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2,9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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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及液晶體顯示器－其他相關產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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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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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79,998 67,057
31至60天 43,530 30,104
61至90天 15,700 13,402
91至120天 6,461 6,881
120天以上 4,459 6,181

150,148 123,625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賬面值為8,877,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758,000港元）的應收賬款已逾期90天或更長時間，但
由於董事評估認為該等結餘根據歷史還款記錄、每位客戶的財務狀況及當前信譽將可收

回，故並未被視為違約。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一筆發放予一間公司（該公司由一間未上市聯營公司的管理層擁有）

數額為28,500,000港元的貸款（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零），該筆貸款為計息貸款
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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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或以內 103,383 42,083
31至60天 19,147 12,086
61至90天 3,064 18,498
91至120天 1,187 15,357
120天以上 13,940 18,394

140,721 1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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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每股面值0.2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999,641 199,9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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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份獎勵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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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歸屬獎勵股份數目之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四月一日之未歸屬股份 11,552,000 9,478,000
於本期間沒收 (244,000) –

於九月三十日之未歸屬股份 11,308,000 9,4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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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計量

本集團之若干財務資產於報告期末按公允值計量。下表列示有關如何釐定財務資產公允

值之資料。

財務資產 公允值 公允值層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項目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非上市股本證券 5,615 2,739 第三級 貼現現金流量╱貼現率#

 －應收票據 – 5,662 第三級 貼現現金流量╱貼現率#

* 長期除稅前利潤率增加會導致股本工具之公允值計量增加，而反之亦然。貼現率

越高，公允值則越低。

# 貼現率越高，公允值則越低。

除上表所詳列者外，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允值並非經常以公允值計量：

－ 其他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允值乃根據公認定價模式，並按已貼現之現金流量

分析計算。

－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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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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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計量（續）

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之第三級公允值計量對賬

票據
非上市

股本證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848 2,739
添置 75,248 –
出售 (71,434) –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662 2,739
總收益：

 －於損益 – 2,876
出售 (5,662) –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5,615

於本期間，第一級及第二級之間並無轉撥，或轉入或轉出第三級。

17. 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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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8 12,602

18. 關連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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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3,977 3,977
離職後福利 133 133

4,110 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