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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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概述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266,641 891,969
銷售成本 (1,066,985) (782,754)

毛利 199,656 109,215
其他收入 16,624 24,27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554) (2,29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1,923) (70,896)
行政開支 (32,420) (27,47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 210,637 182,357
財務成本 (632) (510)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6,388 214,666
所得稅開支 5 (24,035) (16,656)

年內溢利 282,353 1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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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收入
  （扣除相關所得稅）

3,786 1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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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39 40,927
  聯營公司 70,497 121,483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381,575 372,689

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66,579 187,734
 非控股權益 15,774 10,276

282,353 198,010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3,010 359,526
 非控股權益 18,565 13,163

381,575 372,68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基本 7 27.3 19.1

－攤薄 7 27.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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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7,548 247,044
 使用權資產 7,111 10,064
 投資物業 975 1,177
 聯營公司權益 1,893,409 1,644,27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 22,303
 無形資產 1,459 1,45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0,068 9,347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15,160 –

2,235,730 1,935,665

流動資產
 存貨 8 276,602 197,49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37,662 256,659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23,88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4,334 142,184

742,482 596,3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19,461 252,110
 合約負債 47,742 14,938
 衍生財務工具 73 1,043
 應付稅項 13,141 16,359
 銀行借款 12,033 4,205
 租賃負債 4,477 4,458

396,927 293,113

流動資產淨值 345,555 303,2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81,285 2,23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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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6,383 75,084
 租賃負債 2,938 6,121

89,321 81,205

2,491,964 2,157,6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8,616 199,928
 儲備 2,225,641 1,903,4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24,257 2,103,385
非控股權益 67,707 54,297

總權益 2,491,964 2,15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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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本公司之母公司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Antrix 
Investment Limited，而其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肇豐集團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已於年報的「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值，與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同。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
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應用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強制生效之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新冠肺炎

 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此外，本集團應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發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
員會（「委員會」）之議程決定，該決定澄清實體於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應將成本列為
「出售所需的估計成本」。

除下述者外，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6

應用委員會議程決定－出售存貨所需成本（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之影響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委員會透過其議程決定釐清實體於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應將成本
計入「進行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特別是，此類成本是否應僅限於銷售增量之成本。委員
會認為，進行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不應限於增量成本，但應包括實體出售其存貨必須承擔
之成本，包括非特定銷售增量之成本。

本集團於委員會議程決定之前的會計政策僅考慮增量成本以釐定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於應
用委員會議程決定後，本集團將其會計政策改變為考慮增量成本及推廣費用以釐定存貨的
可變現淨值。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

應用委員會議程決定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概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有關修訂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參照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注資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
 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3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延稅項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
 改進2

1 於有待確定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可預見未來將不會對綜合
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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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專注於所供應的貨品種類來評估分部表現，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即主要
運營決策者）已獲呈報有關資料。本集團只有一個須呈報及經營分部，即液晶體顯示器及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

本集團管理層基於收入及分部溢利來評估須呈報分部之表現。須呈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
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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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1,266,641 891,969

分類溢利－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99,020 33,737

利息收入 6,427 1,832
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217 1,097
匯兌虧損淨額 (4,949) (18,44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 2,574 19,564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970 (1,043)
其他應收款項信貸虧損撥備 (1,310) –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信貸虧損撥備 (1,256) –
未分配之行政開支 (6,310) (3,919)
財務成本 (632) (51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10,637 182,3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6,388 21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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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
入、其他應收款項及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信貸虧損撥備、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
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虧損）及衍生財務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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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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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產品類別對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 236,241 191,811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825,042 582,737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其他相關產品 203,914 117,336
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 1,444 85

1,266,641 891,969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資料及其分別按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資料詳
述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2,120 85,820 7,904 9,299
中國大陸 274,759 186,190 2,180,976 1,899,150
日本 102,681 121,648 – –
美國 108,041 75,457 – –
台灣 111,882 45,105 – –
德國 188,910 110,779 – –
西班牙 67,284 56,576 – –
其他歐洲國家 209,640 168,750 1,317 4,913
其他亞洲國家 56,523 24,757 – –
其他國家 24,801 16,887 – –

1,266,641 891,969 2,190,197 1,913,362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應收貸款及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
務投資。

主要客戶資料

於兩個年度內並無客戶向本集團總收入貢獻超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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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中國上市：
 分佔溢利 193,533 153,961

非上市聯營公司：
 分佔溢利 17,104 28,396

210,637 182,357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抵免）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4,783 1,27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
  香港、澳門及台灣） 9,612 5,315
 其他司法權區 2,194 (80)

16,589 6,50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11

16,589 6,617

遞延稅項
 年內扣除 7,446 10,039

24,035 1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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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0港仙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 19,862 49,982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5.0港仙（二零二一年：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的末期股息為2.0港
仙），股息總額為49,65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9,862,000港元），惟須待股東在即將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派股息19,86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49,982,000港元）。與綜合權益變動表內所披露確認為分派之股息之間的差額指支付予股份
獎勵計劃信託持有的股份。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266,579 18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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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797 983,240
就未行使股份獎勵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影響 7,276 5,360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5,073 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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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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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84,324 96,822
在製品 40,441 34,168
製成品 151,837 66,502

276,602 197,492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客戶30天至150天之信貸期。

基於發票日期所示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142,367 101,440
31至60天 55,079 37,857
61至90天 42,889 28,311
91至120天 14,981 5,775
120天以上 8,885 2,135

264,201 175,5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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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115,754 107,971
31至60天 29,969 23,054
61至90天 22,634 3,344
91至120天 11,856 3,650
120天以上 16,338 23,187

196,551 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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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1,300,00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892,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4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26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88,000,000港元），增加約79,000,000港元。溢利
增加乃主要由於核心業務盈利增加所致。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影響全球供應鏈，導致許多公司、物流以及供應和產品流動中
斷。本集團已採取額外措施(i)維持穩定而靈活的原材料供應，以滿足生產要求，
及(ii)通過合理增加工資以維持忠誠及熟練的勞動力。

此外，透過垂直整合，本集團能夠維持其成本競爭力，並保障內部優質原材料的
供應。生產設施已經升級和擴展，以適應業務量的增長，並提供進一步的靈活性
來滿足當今客戶的動態需求。

本集團在營銷及產品開發方面的共同努力使其在工業控制設備、智能家居和辦公
設備、互聯網協議電話、醫療設備和醫療保健設備等諸多高增長產品市場取得了
成功。本集團在液晶體顯示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薄膜晶體管（「TFT」）及
薄膜晶體管－電容式觸控面板（「TFT-CTP」）模組產品上加強產品開發能力。該等
產品擴展有助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其多元化的客戶組合，包括多個世界領先品牌。

因此，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300,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42%。優化的運營效
率，以及經增強的銷售組合，以及更高的模組相關銷售額，促進了盈利能力的提
高。毛利率從去年的12%提高到16%的健康水平。

於回顧年度內，其他收入約為17,000,000港元，減少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24,0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政府補貼減少，部分被債務投資的利
息收入增加所抵銷。

年內其他收益及虧損的虧損淨額由2,000,000港元增加至6,000,000港元。該虧損增
加主要是由於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減少，部分被匯兌虧損減
少所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8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71,0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
是由於促銷開支及員工相關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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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約為3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7,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法律及專
業費用以及員工相關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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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擁有31.07%股權之聯營公司南通江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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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電極箔的生產及銷售。

儘管從原材料到電力的製造成本攀升，南通江海的財務業績繼續取得佳績。
本集團應佔南通江海的溢利由154,000,000港元增加至194,000,000港元，增加
40,000,000港元或26%。南通江海是中國領先的電容器及儲能供應商。其主要產品
可分為三個組別：(i)鋁電解電容器、(ii)薄膜電容器及(iii)超級電容器。透過長期
投資於材料、產品開發及製造加工方面的新技術研發，南通江海已實現可持續增
長。

鋁電解電容器持續錄得令人矚目的同比銷售增長。工業類電容器佔銷售額的75%
以上，並在大型鋁電解電容器市場佔據顯著的市場份額。在新能源及電動汽車市
場的強勁需求推動下，薄膜電容器亦錄得令人振奮的銷售增長。超級電容器亦處
於有利地位，並在智能表、軌道交通、港口機械及電網市場提供了若干最令人振
奮的潛在增長。

於蘇州清越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清越」）之投資

蘇州清越為一家本集團擁有35.1%權益之聯營公司，從事OLED、電子紙模組及硅
基OLED之研發、銷售及生產。應佔蘇州清越之溢利由31,000,000港元減少至回顧
年度內之18,000,000港元。

蘇州清越是PMOLED的全球領導者之一。受其電子紙模組銷售增加所帶動，其錄
得強勁的銷售增長。PMOLED銷售額同比略有下降，而去年在醫療設備、醫療及
保健產品銷售方面則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深受零售商歡迎的電子紙模組的強勁銷售勢頭預期將持續。硅基OLED已於年
內開始小批量試產。其主要應用包括近眼式顯示及投影顯示市場、增強現實
（「AR」）及虛擬現實（「VR」）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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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其強健的業務擴張，蘇州清越計劃將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
上市，並已向上交所提交相關申請以供批准。本集團堅信，上市計劃日後將為本
集團帶來可觀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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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扣稅後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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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零二一
年：18%）。

報告期後事項

(A) 延遲償還以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以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的發行人（「發行
人」）宣怖，經持有人的同意（其後已取得），發行人發行的若干票據的到期
日將由二零二二年六月延長至二零二三年六月。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持
有由發行人發行的總面值12,760,000美元的票據（統稱「票據」），成本約為
9,906,000美元（相等於約77,752,000港元），包括面值總額5,260,000美元（相
當於約41,285,000港元）的票據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購入，並於
綜合財務狀況表反映為以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投資，賬面值為39,044,000港
元。本集團擬持有票據至到期日。

(B) 出售於一間重大聯營公司的部分股權

於報告期後，本集團透過在深圳交易所的大宗交易以每股人民幣20元至
人民幣20.33元的代價出售合計10,463,000股南通江海股權，合計人民幣
210,403,000元（相當於約247,960,000港元）。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南通江海繼
續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南通江海的業績繼續在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中以
權益入賬。本公司管理層正在評估出售交易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之財務影
響。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性

若干因素對本集團之業績及業務營運構成影響。最大風險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以及中美之間局勢持續緊張的情況下，全球及中國大陸之經濟環境均存在不確定
性。顯示器市場之激烈競爭亦將影響本集團之盈利能力。此外，勞工短缺及工資
水平上漲亦可能對本集團之成本架構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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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己任，環境可持續性是其關注的重中之重。本集團系統
整合營運中所採取之綠色可持續性舉措，針對環保產品設計、減少碳排放量、處
置管理、能源及資源管理及供應鏈管理各環節實施相應措施，從而最大程度地降
低本集團營運對環境之負面影響。本集團已升級製造廠之環保設施，提高廢水、
廢氣排放、一般廢棄物及可循環利用的材料之處置及管理能力。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
會及管治」）所採取之策略、所作出之努力及取得之成績的詳情，載於本集團之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其將於適當時候上傳至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及本公司網站。

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之營運主要在中國大陸及香港進行，而本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其股份
在聯交所上市。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遵守上述司法權區之所有法律及法規。

與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關係

人力資源是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之一，本集團極其重視其僱員之個人發展。本集
團之目標是繼續成為對忠誠僱員具吸引力之僱主。本集團致力於通過提供清晰的
職業道路激勵僱員並向彼等提供晉升以及提升彼等職業技能之機會。此外，本集
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本集團亦已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表彰及獎勵
僱員對本集團增長及發展做出之貢獻。

本集團已與多家供應商建立長期關係並審慎確保彼等能共享本集團有關品質及道
德之理念。本集團亦審慎選擇製造供應商並要求彼等符合若干評估標準（包括往
績記錄、經驗、財務實力、聲譽、生產優質產品之能力及質量控制有效性）。

本集團致力於向客戶提供廣泛多樣且物有所值的優質產品。

管理層認為上述目標將有助於提升本公司對其股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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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復甦，預期來年對我們產品的需求將更加強勁。本集團致力
於發展將為本集團帶來更高金額及質量盈利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TFT及CTP市
場。我們將分配資源以加強新產品開發及升級生產設施，以配合側重於高端市場
的策略。鑑於高價值電子部件市場的良好前景，本集團旨在成為以先進技術為基
礎的製造行業的領導者。我們亦將繼續探索任何具有先進技術優勢的公司的投資
或收購機會，以實現更高的增長和更高的利潤率，而南通江海及蘇州清越預計將
繼續實現強勁業績，並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利潤貢獻。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9（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2.0）。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0.5%（二零二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0.2%）。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2,978,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
負債486,000,000港元及總權益2,492,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160,000,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89,000,000港元），其中約1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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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監控
外匯風險，並已採取適當對沖措施以應對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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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公司的僱員或聘任的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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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主要客戶及供應商應佔之營業額及採購百分比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集團最大供應商之採購百分比 9% 6%
本集團五大供應商之採購百分比 23% 18%
本集團最大客戶之營業額百分比 3% 4%
本集團五大客戶之營業額百分比 11% 12%

由於客戶及供應商較為分散，本集團於銷售及採購方面無重大集中風險。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就董事所深知，概無董事或任何擁有本集團股本5%
以上之股東及其各自聯繫人於本集團五大客戶及╱或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實益
權益。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二零二一年：2港仙），惟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即
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七日
（星期五）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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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六日（星期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為確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九
月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二年九月六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本公司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以辦理登記手續。

擬派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為確定收取擬派末
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二年九月十
六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本公司將
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於董事會認為現時本公司股份（「股份」）的交易價格並不反映其內在價值，因此
有意根據本公司股東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一年股
東週年大會」）上獲授的回購股份的一般授權（「購回授權」），行使其權力以在公
開市場回購股份（「股份回購」）。根據購回授權，本公司可回購最多99,964,117股
股份，佔於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的已發行股份總數10%。董事會相信，
股份回購及隨後註銷購回的股份可提升股份之價值，從而提升對本公司股東之回
報。此外，董事會相信，股份回購反映本公司對其長遠業務前景之信心，對本公
司及其股東整體均屬有利。

本公司行使購回授權將取決於市場狀況，並會由董事會全權決定。因此，概不就
任何回購之時間、數量或價格作任何保證。在任何情況下，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通函所載有關購回授權之說明函件所披露，董事會無意行
使購回授權至某程度而致使(i)本公司的營運資金需求或資產負債比率受到重大不
利影響；或(ii)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須作出任何強制收購建議
之責任；或(iii)公眾持有的股份數目降至低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指定之最低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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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購回總數為6,560,000股的本公司股
份。有關購回詳情載列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

最高價
已付

最低價
已付

總金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一年六月 1,100,000 2.83 2.64 3,009,920
二零二一年七月 3,300,000 3.31 2.77 10,079,820
二零二一年八月 2,160,000 3.23 3.08 6,858,540

總計 6,560,000 19,948,280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相信企業管治對本公司之成功至關重要，並已採納多項措施以確保本集團
能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本公司
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原則，以及遵守守則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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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方仁德先生（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及朱知偉先生和劉源新先生（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
及慣例，並且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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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將初步公佈中列示的涉及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
相關附註的數字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經由董事會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十八日批准）中所呈列的金額進行核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
行的相關工作並不構成鑑證業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未就初步公佈發表
任何意見或鑑證意見。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全年業績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yeebo.com.hk）。年報將寄發予股東，並將在適當時間刊載於聯交所
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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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爽先生，JP，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知偉先
生、劉源新先生及劉紀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