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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TRONIX INTERNATIONAL LIMITED 

精電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0） 

二零零八年中期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 

 
財務重點 
 營業額達 13.22億港元，對比 2007 年同期上升 14%。 
 股東應佔溢利為 1.24億港元，較 2007 年同期升 3%。 
 基本每股盈利為 38.38港仙 (2007 年：37.13港仙)。 
 中期股息每股 12港仙 (2007 年：每股 12港仙)。 

 
業務回顧 
 
車用顯示屏業務 
截至 2008 年 6月 30日止 6個月，此範疇之業務對比去年同期有理想增長，當中

尤以歐洲及亞洲之表現特別顯著。此業務增長之推動力是由於集團的產品於過去

期間不斷向高端轉移，恰好與汽車客戶傾向採用高增值顯示產品之需求相互配

合。事實上，歐洲之汽車市場成熟，歐洲汽車客戶亦一向要求品質及性能極佳之

顯示屏產品，利潤空間相對較大。亞洲則以快速增長見稱，當中以中國內地、印

度及南韓市場最具潛力。 
 
集團新近發展之超高對比負性顯示屏（Improved Black Nematic Display “IBN”）
具有寬視角、廣闊之適用溫度範圍等特性，特別適合應用於汽車上，而集團之 IBN
顯示屏現已進行量產。 
 
手機顯示屏業務 
2008 年上半年相對去年同期，集團之中國內地手機顯示屏業務錄得適度增長。

事實上，踏入 2008 年中國內地一般市民對手機之消費意欲已見降低，因該市場

經過數年熾熱增長後，現時正處於週期性之調節，故此回顧期內集團之手機顯示

屏銷售對比 2007 年下半年驟見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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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其他產品業務 
集團之工業用顯示屏銷售保持穩定，產品主要用於歐洲及美國等地之高端工業儀

器上。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則受中國內地疲弱之消費需求而影響，銷售下降。 
 
展望 
 
汽車市場 
車用顯示屏方面，下半年度續有數個新項目量產，集團對歐洲及亞洲之汽車市場

保持樂觀之態度。 
 
集團現時在中國內地之汽車客戶中，除了國際客戶在內地成立之分公司外，亦包

括中國本土之汽車製造商。中國汽車市場發展快速，中國內地已成為集團汽車業

務的增長點。 
 
印度同樣是集團車用顯示屏業務的另一增長點，目前集團已與一些印度汽車客戶

合作中。今年第三季集團會於印度參與電子零部件的展覽會，集團會於這個新興

市場積極推廣，逐漸拓寬顧客層面。 
 
家電市場 
集團現時在歐洲之家電顯示屏市場佔據重要席位，集團製造之顯示產品，主要應

用於咖啡機、室溫控制儀及一般白色家電上，此三類產品之市場潛力可觀。 
 
2008 年第二季，來自家電製造客戶之銷售有所增長，預料下半年此項業務將保

持穩定之進展。集團亦將結合品質及市務之力量，致力擴展於歐洲家電市場的佔

用率。 
 
手機市場 
以中長線計，中國內地之手機市場表現未可預期。上半年度，由於中國內地之手

機需求減少，市場上累積較多 TFT（Thin-Film Transistor）面板存貨，令 TFT面
板價格受壓，形成降價潮。精電沒有參與 TFT 面板之直接生產，因此沒有固定
設備及庫存負擔，在現時市況下，營運上較具彈性。 
 
集團已收購南韓 TFT面板生產商 BOE Hydis 之 11%股權，為日後的 TFT面板供
應奠下基礎。 
 
工業及其他產品市場 
集團之工業用顯示屏多銷售往歐洲、美國及亞洲其他地區，客戶之工業儀器發展

得越來越精密，集團的高性能顯示產品剛好能配合他們的高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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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市場方面，除卻工業儀器外，集團計劃把現時之健康護理產品客戶範圍進一

步擴大。健康護理產品諸如血糖計及心電儀等製造商對顯示屏的要求十分高，因

儀器需符合政府之多項規定及標準方可在市面出售，未來集團絕對會著力爭取這

類客戶的訂單。 
 
總結及致意 
 
截至 2008 年 6月 30日止 6個月，集團的營業額對比去年同期錄得增長，來自歐

洲及亞洲之汽車、工業、家電等高端顯示產品之銷售保持在穩定水平，因此集團

的整體業績增長仍可持續。 
 
以現時市況分析，美國經濟情況及中國內地之手機市場前景未明，但歐洲及亞洲

新興市場則狀況良好，尤其對汽車及工業設備用顯示屏續有需求，集團會致力發

展此等具潛質之市場範疇。 
 
原材料上升、人民幣升值、勞動成本以至稅務及雜項開支增加是所有中國內地廠

商同樣要面對的不爭事實，精電身處其中，自然不能倖免。然而，精電擁有均衡

的產品組合，客戶遍佈世界各主要市場，加上集團近年積極拓展新興市場及把客

戶網絡伸延至家電市場等，這使我們於不明朗市況時仍可維持穩定的收入來源。 
 
過去一段時期，LCD 生產之良品率穩步增長，而新的生產線亦會於第四季度開

始安裝，與此同時，集團亦計劃整合不同地點之生產設施，使生產更合乎成本效

益。這一切顯示集團的 LCD 生產運作基調良好，縱然銷售會受外圍環境影響而

有所波動，但集團的生產質素不斷提升，有助集團在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中，搶

攻高檔次產品市場，拓闊發展空間。 
 
在全體同事的協作下，我們會審慎控制支出，同時極力維持產品之高品質水平，

爭取高檔次產品之訂單，以保邊際利潤水平。 
 
我們相信，精電經歷挑戰後，根基會更見紮實，動力將更見增強。謹此感謝董事、

股東、業務夥伴及同事的不懈支持。 
 
 
高振順 
主席   
 
香港，二零零八年八月二十五日 



  

4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321,717  1,155,000

其他收入   30,355  13,549

其他收益淨額   23,359  34,993

製成品及半製成品存貨之變動   (18,606)  21,202

原材料及耗用品   (902,178)  (788,946)

員工成本   (137,525)  (140,033)

折舊   (40,848)  (38,421)

其他營運費用    (134,385)   (123,291)

經營溢利   141,889  134,053

融資成本 3(a)   (4,417)   (1,883)

佔聯營公司溢利    345   -

除稅前溢利 3  137,817  132,170

所得稅 4   (13,379)   (13,602)

本期溢利   124,438  118,568

   =========  =========

應佔溢利:    

本公司股東  124,140 120,082

少數股東權益        298    (1,514)

本期溢利  124,438 118,568

  ======== ========

中期股息  38,811 38,811

每股盈利  5  

  基本   38.38 仙  37.13 仙

  攤薄   38.37 仙  37.12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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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附註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1,487  7,777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45,036  385,781
-持有土地租賃作自用權益  9,346  19,516
  355,869  413,074
聯營公司權益   2,651  2,306
應收貸款  51,979 52,048
其他財務資產   74,720  105,077
預付款 6 224,599 12,199
遞延稅項資產   3,982  3,983
  713,800  588,687
  -------------  -------------
流動資產  
交易證券   174,452  127,269
存貨   403,171  545,323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79,548  528,927
可收回稅項   2,969  1,794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662,569  544,987
   1,822,709  1,748,300
   -------------  -------------
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347,812  149,16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541,383  660,151
應付稅項  13,008 4,308
應付股息   84,090  -
  986,293  813,619
  -------------  -------------
流動資產淨額  836,416  934,681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1,550,216  1,523,368
  -------------  -------------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  195
 56 195
  -------------  -------------
資產淨值  1,550,160  1,523,173
  ========  ========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0,856  80,856
儲備  1,455,371  1,428,62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536,227  1,509,478
少數股東權益   13,933  13,695
權益總額  1,550,160  1,523,1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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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之規定 (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表」) 而製定。 

 

編製本二零零八年中期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已審核全年賬目所採納之會計政策相同。 

 

若干比較數目已經重新分類, 以符合本期財務報表的編列。 

 
 
2. 分部資料 
 

本集團列出業務分部及地域分部之個別單位資料。因業務分部資料較近似本集團

之內部財務報告方式，集團選其為主要匯報方式。 

 

因為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溢利均來自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顯示器及有關產品，

所以本集團並無列出業務分部之分類分析。地域分部收入乃按顧客所在區域而列

出。分部資產及資本性支出，乃按資產所在區域而列出。 
 
 分部資產    資本性支出 
  截至 截至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末 年末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194,155 203,492 522 1,341
香港及中國 2,207,498 1,960,060 67,688 146,237
北美洲 61,946 85,081 215 33
亞洲其他地區 65,959 82,5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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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財政期間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 (附註) 823,210 682,730

歐洲 420,930 404,875

北美洲 70,853 60,450

其他    6,724    6,945

 1,321,717 1,155,000

 
附註: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銷售往亞洲包括同期銷售往香港及中國

637,292,000 港元 (二零零七年: 543,985,000 港元)。 

 
營業額及溢利之地區分類比例並無重大分歧，故不予提供上述地區分類對溢利貢
獻之分析。 
 
 
3.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五年內應償還的銀行墊資及其他借款之利息 4,417 1,883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045,957 861,177

出售固定資產之溢利 (35,363) (170)

因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由權益轉入損益表之金額 20 7,680

出售交易證券虧損/ (收益) 1,117 (25,168)

交易證券重估虧損/ (收益) 13,834 (3,280)

投資收入 (5,774) (1,464)

其他利息收入 (6,798) (7,483)

租賃收入 (6,773) (251)

其他收入  (2,810)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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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利得稅準備  8,374  7,774 

海外稅項    5,143   5,850 

  13,517  13,624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回撥  (138)  (22) 

  13,379  13,602 

 

香港利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估計應評稅溢利以

16.5%的稅率（二零零七年：1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則同樣以相關國

家適用的現行稅率計算。 

 

5. 每股盈利 

 
(a) 每股基本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是按照期內本公司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盈利 124,140,000 港元

（二零零七年：120,08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行股份之加權平均數

323,422,204 股（二零零七年：323,422,204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利 

每股攤薄盈利是按照期內本公司未經審核的股東應佔溢利 124,140,000港元 

(二零零七年︰120,082,000港元) 及期內就所有潛在攤薄盈利的普通股的影

響調整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323,565,972股 (二零零七年︰323,481,449

股) 計算。 

 

 (c) 加權平均股數 (攤薄)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八年 二零零七年 

 股票數目 股票數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所用之加權平均股數  323,422,204  323,422,204

假設因購股權以不收取代價方式而 

  發行之股份  143,768  59,245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所用之加權平均股數  323,565,972  323,48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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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付款 

 

期內，本集團支付餘下約 212,400,000港元之金額, 用以完成收購 BOE Hydis 之

權益及公司債券。總代價約 224,599,000港元，相當於收購 BOE Hydis 約11%權

益 (價值約 134,759,000港元) 及 BOE Hydis 發行以年息4厘計息之五年期公司

債劵 (價值約 89,840,000港元)。 

 

 

7.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中包含之客戶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之資產減

值）的數期分析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發票日起計 60 日內 361,723 304,848

發票日後 61 至 90 日 31,686 19,445

發票日後 91 至 120 日 5,255 8,459

發票日後 120 日以上、12 個月以內 19,805 3,856

 418,469 336,608

應收款項在發票日後 90 天到期。 

 

 

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中包含之應付款及應付票據的數期分析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供應商之發票日起計 60 日內 299,437 311,477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 61 至 120 日內 27,089 153,094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 120 日以上、12 個月以內 18,280 6,495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 12 個月以上 291 1,652

 345,097 47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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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本承擔 

 

資本承擔包括購入廠房、機器及設備，並未包括在財務業績內如下： 

 

 於二零零八年 於二零零七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149,552 125

 

10. 或然負債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公司為若干附屬公司的銀行備用信貸向銀行作出

擔保。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向銀行作出的所有擔保均不會導

致索償。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向銀行作出擔保的最高負債額及附屬公

司已動用信貸額達 348,760,000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54,954,000

港元）。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 (「董事」)現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

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零零七年：每股 12 港仙）予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六日星

期五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至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六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兩天在內，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收取中期股息之權利，

所有填妥之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零零八年九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

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樓1712-16舖。 
 

其他 

僱員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全球共僱用 5,167 名員工，其中香港約

198 名，中國約 4,914 名及海外約 55 名。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彼等之表現、

資歷及市場現行薪酬水平而釐定。本集團制定有僱員購股權計劃，並為其在中國

之僱員提供免費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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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資金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之財政狀況維持穩健。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金

總額約為 1,600,000,000 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0,000,000 港元)，本

集團之流動比率（流動資產總額對流動負債總額之比例）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

三十日為 1.85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15）。 
 

於期末時，本集團持有之流動投資組合價值達 912,000,000 港元（二零零七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777,000,000 港元），當中 663,000,000 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545,000,000 港元）為現金及現金等價物，而 249,000,000 港元（二零零

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32,000,000 港元）則為證券。未抵押附息銀行貸款為

348,000,000 港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49,000,000 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源自並非以相關業務之功能貨幣為單位的銷售及採購。 

導致此項風險出現之貨幣主要是歐羅、美元、日圓及人民幣。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買賣、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已遵守載於香港聯合交易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10所載之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盧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袁

健先生與侯自強先生組成。該委員會已聯同管理人員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

策及慣例，並商討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現時呈報之本公司截至二零零八年六

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12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兩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盧永仁博士太平紳士（薪酬委員會主席）、侯

自強先生及執行董事高振順先生組成。該委員會負責設定及監察全體董事及高級

管理人員之薪酬政策。 

 
 
承董事會命 
高振順 
主席 

 
香港，二零零八年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六位董事組成，其中高振順先生、蔡東豪先生及賀德懷

先生為執行董事，而盧永仁博士太平紳士、袁健先生及侯自強先生為獨立非執行

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