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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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ARITRONIX INTERNATIONAL LIMITED 

精電國際有限公司精電國際有限公司精電國際有限公司精電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710））））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度全年業績公告年年度全年業績公告年年度全年業績公告年年度全年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2012012012013333    2012201220122012    

營業額 2,604 2,222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1) 

459 269 

股東應佔溢利 243 171 

現金結餘 555 464 

基本每股盈利 74.7 港仙 52.7 港仙 

全年股息每股 50.0 港仙 28.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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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 指本年溢利，另加於計算本年溢利時扣除之以下數額：融資成本、

所得稅、折舊、非上市的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減值虧損、出售非上市可供出售股本證券及相關應收貸款之虧

損及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淨額。 

 

本人謹代表精電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精電」或「集團」) 宣佈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全年業績。 

 

回顧年度內，集團錄得營業額 2,604,000,000 港元，對比 2012 年之 2,222,000,000 港

元，上升 17%。集團之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1) 為 459,000,000

港元，為集團 35 年來之最高紀錄，亦較去年同期之 269,000,000 港元上升 71%；股

東應佔溢利錄得 243,000,000 港元，2012 年則錄得 171,000,000 港元，有 42%之升幅。

集團之毛利率亦由 2012 年之 21%，升至 2013 年的 26%。 

 

總括而言，集團於 2013 年度錄得理想業績。新生產線於 2013 年下半年陸續投產，

雖然新產線於運作初期遇到不少困難，集團於下半年仍能成功開拓產能，接納更多

訂單，對營銷帶來正面影響。而於回顧年度內，日圓持續貶值，令集團的物料採購 

成本下降，加上我們致力提升生產力，設計高增值之產品等，皆構成集團毛利率攀 

升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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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集團錄得現金結餘 555,000,000 港元，2012 年底時集團

持有現金 464,000,000 港元。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負債比率為 (總銀行負債對比資

產淨值) 17%。 

 

於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完成一項交易，向Hydis多數股東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買方」）出售其於Hydis Technologies Co., Ltd. (「Hydis」) 的全部股本及債券權

益，代價為99,200,000港元。此代價中21,700,000港元已於2014年1月支付，而餘下

77,500,000港元須由買方自2014年7月1日起以相等金額分5年償還，買方之最終控股

公司已作出以本公司為受惠人之公司擔保。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息每股 38.0 港仙 (2012：每股 20.0 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

12 港仙 (2012：每股 8.0 港仙)，全年股息每股 50.0 港仙 (2012：每股 28.0 港仙)，

全年派息比率為 67%。本年度之全年派息水平反映集團之現金流處於理想狀態，派

息率較去年的 53%，有所增長。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汽車顯示屏業務 

    

回顧年度內，汽車顯示屏業務帶來1,819,000,000港元之營業額，較2012年上升30%，

此業務佔集團總營業額之 70%。 

 

歐洲仍然是汽車顯示屏業務之最大貢獻者，縱然歐洲經濟發展仍未回復以往之水平，

但汽車工業之發展仍能於 2013 年穩步前進，尤其是德國，該國在歐洲汽車工業扮

演重要之角色，其中中高檔次之汽車銷售特別強勁，而南歐則以銷售中低檔次之汽

車為主，2013 年之銷售表現缺乏活力。除卻單色顯示屏的訂單外，薄膜電晶體液晶

顯示屏 (TFT) 之業務亦有可觀增長，2013 年大部份之 TFT 產品訂單來自歐洲。 

 

中國仍然可謂最具增長動力的汽車顯示屏市場，數年來一直處於顯著增長狀態，集

團之客戶大部份以中外合資車廠為主，單價及數量較為穩定。近年來，中國客戶訂

製之產品價值有上升之趨勢，但由於中國業務已發展至一定規模，未來營業額縱然

會持續增長，但幅度將不如以往般強勁。 

 

南韓之汽車顯示屏業務在 2013 年重回升軌，由於集團一直致力改善品質及提升客

戶服務水平，在回顧年度內成功爭取更多訂單，亦成功開拓新的汽車客戶，令南韓

之客戶基礎更多元，以達致平衡發展。 

 

至於日本，汽車顯示屏銷售繼續穩步發展，錄得顯著增長。集團自首個量產項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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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與日本客戶經過數年的磨合，期間已建立默契及互信基礎。未來數年，相信來

自日本市場之貢獻將更為可觀。 

 

工業顯示屏業務 

工業顯示屏業於 2013 年之營業額為 785,000,000 港元，佔集團整體營業額的 30%。

2013 年上半年，工業顯示屏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滑 16%，於下半年度，銷售進展

步伐加快，營業額大致追回 2012 年全年之水平，致使 2013 年全年之營業額與 2012

年接近。 

 

工業顯示屏業務可說是歐洲經濟情況之寒暑表，歐洲經濟於 2013 年下半年轉趨穩

定，各國受債務問題之困擾減少，來自工業客戶之訂單亦隨之增加。銷售人員之反

應快速，能隨有利形勢立時抓緊生意機會，致令下半年的銷售錄得顯著增長。 

 

由於美國之業務於回顧年度內進行調整，銷售人員集中開拓高增值之產品業務，令

生意額之增長受到暫時性的影響。美國的工業客戶基礎廣闊，客戶覆蓋工業、醫療

等界別，經調整後，美國市場之實力更見鞏固，有潛質繼續擴大其業務範疇。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營運策略 

汽車行業在已發展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角色均舉足輕重，過去一至兩年，歐美

經濟經歷向下調整，但其汽車工業在不明朗形勢中仍屹立不倒，變相支撐經濟，亦

可謂導致經濟復甦的重要因素。以美國為例，某些經濟數據顯示正朝復甦方向發展，

而通用汽車及福特則於近期交出亮麗成績，銷售及盈利均見增長。而歐洲隨著債務

危機陰霾漸退，汽車市場的發展亦將更蓬勃，集團的主業－汽車顯示屏業務亦將隨

汽車業的興旺而持續發展。去年度集團的高增值顯示產品生產比例增長不少，在汽

車業的良好發展形勢下，預料高增值產品將於未來更受客戶歡迎，有助擴闊邊際利

潤的進步空間。 

 

針對汽車顯示屏的銷量方面，集團覬覦一些新興市場如中國、印度、巴西，其汽車

工業方興未艾，且內部需求強勁，汽車工業在當地之發展前景優良，集團會以此等

市場為增加銷售量的重點國家，以進一步提升營業額。 

 

工業顯示屏是集團另一支柱業務，集團的工業客戶多樣化，且關係久遠而穩固。2013

年下半年，工業顯示屏業務進展速度令人喜出望外，預料此利好形勢將可持續至 

2014 年。銷售人員亦會致力洽談新項目，務求 2014 年可達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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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期的拓展，好些 TFT 項目於 2013 年進入量產期，2014 年及其後將繼續

有新項目量產，帶來可觀貢獻。由於汽車及工業市場對 TFT 產品的需求漸增，估

計 TFT 產品所佔收入比重將於未來有顯著增長。 

 

觸屏產品亦被視為集團具備潛質之產品，其應用將日趨廣泛。現時查詢觸屏應用之

汽車及工業客戶均有增加趨勢，集團將向現有客戶積極推廣觸屏的應用，與此同時，

努力開拓客源。 

 

市場拓展 

歐洲仍將是集團的重要市場，尤其是汽車顯示屏方面的業務，發展前景應相當穩定。

歐洲市場經濟正慢慢恢復，汽車製造商亦會加快發展步伐，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預期集團於歐洲之汽車顯示屏及 TFT 之銷售將繼續增長，而集團亦已加強歐洲銷

售團隊之人力調配，以準備接洽更多生意。 

 

中國的增長空間將可持續，預料汽車顯示屏之業務可穩定擴張，當地之中高檔次汽

車客戶仍將是集團的銷售目標，而集團亦會主力向其銷售更高價值之產品。 

 

亞洲區方面，對於南韓市場，集團將採取穩守的態度面對。吸收過往的經驗，集團

會謹慎處理好品質之問題，亦會與客戶保持密切溝通，維護得來不易的客戶基礎。

而於日本，集團將視 2014 年為躍進的重要關鍵期，集團已於該市場設立辦事處，

部署妥當人力、聯繫網絡、客戶基礎等條件，2014 年將是成熟的時機，爭取可觀的

訂單數量。 

 

於美國市場，工業客戶仍將是重點拓展的客戶群，營銷機會充裕，預料經過 2013

年一番整頓後，營業額將可於 2014 年回升。美國的汽車業隨著經濟回穩已呈現積

極正面的景象，集團會審視當地汽車市場的發展機會，希望乘此良機，著力開拓具

備潛質的汽車顯示屏業務。 

 

增長策略 

 

新增之兩條生產線為集團帶來額外之產能，單色顯示屏的應用尚有拓展空間，集團

亦會朝高增值的方向，繼續投資設備機械，務求產能擴充之餘，亦持續優化生產力

的效能，以能改進內部系統，使之更適合設計及生產高增值產品，繼續提升此類產

品的比例。 

 

 

以往數年，集團在發展汽車顯示屏業務的過程中，練就獨有的技術優勢，無論在設

計、生產、品質監控系統，以及售後服務方面均以符合汽車部件之嚴格要求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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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團與汽車客戶的關係成熟度為基礎，造就我們在顯示屏以外，發展其他汽車部

件的可能性，我們會考慮透過本體有機增長或收購途徑，開拓這方面的發展空間。 

    

致意致意致意致意    

有賴廣大員工的努力，2013 年集團已奠下更強大的發展基礎。展望 2014 年，集團

期望有更昌盛的發展。集團將本著 35 年的發展根基，傳承優良傳統，再不斷加注

動力，令集團可與時並進。 

 

本人謹此向股東、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致以感謝，各方多年來的支持，促使我

們健康成長。集團仝仁將繼續用心經營，向更遠大的方向發展，不負各位厚愛。 

 

 

高振順高振順高振順高振順    

主席 

 

香港‧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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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附註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營業額營業額

營業額 3 2,604,172

2,604,1722,604,172

2,604,172 

  

  

  

 2,222,380      

其他營運(虧損)/收入 4 (18,456)

(18,456)(18,456)

(18,456)     

          

      

  

 33,492           

製成品及半製成品存貨之變動 102,023

102,023102,023

102,023    

        

     

  

 (6,855)            

原材料及耗用品 (1,654,315)

(1,654,315)(1,654,315)

(1,654,315) 

  

 (1,416,377)     

員工成本 (384,707)

(384,707)(384,707)

(384,707)   

      

    

  

 (332,940)        

折舊 (83,698)

(83,698)(83,698)

(83,698)     

          

      

  

 (86,528)          

其他營運費用 (252,790)

(252,790)(252,790)

(252,790)   

      

    

  

 (229,642)        

經營溢利 312,229

312,229312,229

312,229    

        

     

  

 183,530         

融資成本 5(a) (2,446)

(2,446)(2,446)

(2,446)       

              

        

  

 (2,096)            

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4,767

4,7674,767

4,767        

                

         

  

 9,341             

除稅前溢利 5 314,550

314,550314,550

314,550    

        

     

  

 190,775         

所得稅 6 (71,400)

(71,400)(71,400)

(71,400)     

          

      

  

 (19,940)          

本年溢利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本年溢利 243,150

243,150243,150

243,150    

        

     

  

 170,835         

應佔溢利 

應佔溢利 應佔溢利 

應佔溢利 :

::

:

本公司股東 243,150

243,150243,150

243,150    

        

     

  

 170,835         

非控制權益 -

--

-               

                              

                

  

 -                     

本年溢利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本年溢利 243,150

243,150243,150

243,150    

        

     

  

 170,835         

股息

股息股息

股息 7

年內已宣佈派發及已派付之中期股息 39,171

39,17139,171

39,171      

            

       

  

 25,936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 124,140

124,140124,140

124,140    

        

     

  

 65,143           

163,311

163,311163,311

163,311    

        

     

  

 91,079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 (

((

(港仙

港仙港仙

港仙)

))

)

8

基本

74.7 
仙

仙仙

仙

52.7 
仙

攤薄

73.5 
仙

仙仙

仙

52.4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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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3 2013 2013 2013 年年年年 2012 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本年溢利 243,150243,150243,150243,150                            170,835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後及重整類別之調整除稅後及重整類別之調整除稅後及重整類別之調整除稅後及重整類別之調整))))：：：：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

海外貨幣換算調整：

　匯兌儲備之變動淨額 32,34432,34432,34432,344                                    11,128          

可供出售證券：

　公平價值儲備之變動淨額 938938938938                                                        5,000            

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本年其他全面收益 33,28233,28233,28233,282                                    16,128          

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 276,432276,432276,432276,432                            186,963        

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276,432276,432276,432276,432                            186,963        

非控制權益 ---- -

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全面收益總額 276,432276,432276,432276,432                            18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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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註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3,095

553,095553,095

553,095    

        

     

  

 504,459         

－ 以經營租賃權益持有土地作自用 13,350

13,35013,350

13,350      

            

       

  

 13,667           

566,445

566,445566,445

566,445    

        

     

  

 518,126         

聯營公司權益 114,247

114,247114,247

114,247    

        

     

  

 113,917         

應收貸款 9 62,000

62,00062,000

62,000      

            

       

  

 82,848           

其他財務資產 9 29,878

29,87829,878

29,878      

            

       

  

 131,719         

遞延稅項資產 725

725725

725          

                    

           

  

 479                

773,295

773,295773,295

773,295    

        

     

  

 847,089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141,032

141,032141,032

141,032    

        

     

  

 107,578         

存貨 464,292

464,292464,292

464,292    

        

     

  

 367,450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57,022

657,022657,022

657,022    

        

     

  

 527,444         

其他財務資產 41,600

41,60041,600

41,600      

            

       

  

 -

可收回稅項 3,506

3,5063,506

3,506        

                

         

  

 1,6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5,148

555,148555,148

555,148    

        

     

  

 464,178         

1,862,600

1,862,6001,862,600

1,862,600 

  

  

  

 1,468,300      

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548,020

548,020548,020

548,020    

        

     

  

 437,405         

銀行貸款 243,086

243,086243,086

243,086    

        

     

  

 188,217         

應付稅項 51,919

51,91951,919

51,919      

            

       

  

 8,745             

843,025

843,025843,025

843,025    

        

     

  

 634,367         

流動資產淨額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流動資產淨額 1,019,575

1,019,5751,019,575

1,019,575 

  

  

  

 833,93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792,870

1,792,8701,792,870

1,792,870 

  

  

  

 1,681,022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

--

- 1,116             

銀行貸款 59,147

59,14759,147

59,147      

            

       

  

 129,304         

遞延稅項負債 5,539

5,5395,539

5,539        

                

         

  

 1,534             

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1,728,184

1,728,1841,728,184

1,728,184 

  

  

  

 1,549,0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1,621

81,62181,621

81,621      

            

       

  

 81,049           

儲備 1,646,319

1,646,3191,646,319

1,646,319 

  

  

  

 1,467,77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727,940

1,727,9401,727,940

1,727,940 

  

  

  

 1,548,824      

非控制權益 244

244244

244          

                    

           

  

 244                

權益總額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權益總額 1,728,184

1,728,1841,728,184

1,728,184 

  

  

  

 1,54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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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 : :     

 

1.1.1.1. 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編制基準    
    

本全年業績公告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13年12年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之一

部份，惟摘錄自當中的資料者除外。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的單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此外，本財務報表亦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中適用的披露規定。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一

致。 

 

2.2.2.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

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下列為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新發展 :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經修訂）－ 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香港會計準則第1111號號號號（（（（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財務報表之呈報財務報表之呈報財務報表之呈報    －－－－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該修訂在符合若干條件之情況下，實體須將可能於日後重新分類至損益之其他全面

收益項目與永不會重新分類至損益之其他全面收益項目分開呈列。相應修訂於此等

財務報表呈列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其他全面收益之方式。 

 

然而，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已採納該等修訂，並已採用新名稱為「綜合損益表」及「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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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101010號號號號，，，，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之香港會計準則第27 號「綜

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以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 號「合併 — 特殊目

的實體」之規定。其引入一個單一控制模式，以決定是否應將被投資方合併處理，

而焦點則放在該實體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方，參與被投資方業務所得可變回報涉及

之風險，以及是否能運用權力影響回報金額。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本集團已修訂有關釐定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方

之會計政策。採納是項準則不會改變本集團就截至2013 年1 月1 日止參與其他實

體業務所達致之任何有關控制權方面之結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121212號號號號，，，，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將實體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非綜合計算結

構實體之權益之所有相關披露規定綜合為一項單一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

號規定之披露範圍普遍較各項準則過往所規定者更為廣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131313號號號號，，，，公平價值公平價值公平價值公平價值計量計量計量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以單一公平值計量指引來源取代目前個別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有關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 號亦就金融工具及非金融工具之公平值

計量制訂全面之披露規定。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公

平價值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777號號號號（（（（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經修訂））））－－－－    披露披露披露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有關修訂就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引入新披露規定。該等新披露規定適用於就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而抵銷之所有已確認金融工具，以及受

可強制執行主淨額結算安排或包含類似金融工具及交易之類似協議所規限之已確

認金融工具，而無論該等金融工具是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 

 

由於本集團並無抵銷金融工具，亦無訂立須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之披露規

定之主淨額結算安排或類似協議，故採納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財務報告造成影

響。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3.3.3.3. 營業額及按分部分類匯報營業額及按分部分類匯報營業額及按分部分類匯報營業額及按分部分類匯報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

屏及有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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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多樣化，於 2013 年本集團最大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超過

10% ( 2012 年：無)。於 2013，本集團向該客戶銷售貨品，包括受本集團共同控制之

實體之銷售，所得收入約為 265,913,000 港元（2012 年：188,681,000 港元）。 

 

(a)(a)(a)(a) 經營分部經營分部經營分部經營分部    
    
本集團將其業務劃分為一個單位以作管理，因此，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屏

及有關產品為唯一呈報分部，實際上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均來自此業務分部。財

務資料的呈列方式與向本集團最高管理層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提供的內部報

告一致。因此，並無另行披露業務分部資料。 

 

營運總決策人為董事會。董事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

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內部報告釐定本集團有單一經營分部。 

 

董事會根據財務資料所載一致之營業額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董事會獲提供以下其

他資料以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總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應收貸款、其他財務

資產、交易證券、即期可收回稅項及於聯營公司權益（均為集中管理）。 

 
(b)(b)(b)(b)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固定資產及於聯營公司

權益（「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區資料。客戶的地區資料按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

地點列示。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區資料按資產的實物地點（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

言）及業務的地點（就於聯營公司權益而言）列示。 
 

(

((

(i

ii

i)  

)  )  

)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 所在地 ) 913,846

913,846913,846

913,846     

          

      

  

 674,728         

歐洲 947,475

947,475947,475

947,475     

          

      

  

 857,730         

美洲 304,436

304,436304,436

304,436     

          

      

  

 290,195         

韓國 242,894

242,894242,894

242,894     

          

      

  

 256,442         

其他 195,521

195,521195,521

195,521     

          

      

  

 143,285         

1,690,326

1,690,3261,690,326

1,690,326  

    

   

  

 1,547,652      

綜合營業額

綜合營業額綜合營業額

綜合營業額 2,604,172

2,604,1722,604,172

2,604,172  

    

   

  

 2,22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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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歐洲外部客戶收入分析：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國

194,698         192,451         

英國

112,053         91,375           

德國

93,048           116,795         

意大利

67,492           73,212           

其他歐洲國家

480,184         383,897         

947,475         857,730         

 

(

((

(ii

iiii

ii)  

)  )  

)  本集團之

本集團之本集團之

本集團之 指定

指定指定

指定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國 (所在地) 563,183

563,183563,183

563,183    

        

     

  

 514,910         

德國 109,048

109,048109,048

109,048    

        

     

  

 109,481         

韓國 5,199

5,1995,199

5,199       

              

        

  

 4,436             

其他 3,262

3,2623,262

3,262       

              

        

  

 3,216             

680,692

680,692680,692

680,692    

        

     

  

 632,043         

 

4.  4.  4.  4.  其他營運其他營運其他營運其他營運((((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2,924

2,9242,924

2,924        

                

         

  

 1,165             

上市債券利息收入 2,295

2,2952,295

2,295        

                

         

  

 1,880             

非上市債券利息收入 2,727

2,7272,727

2,727        

                

         

  

 7,343             

其他利息收入 931

931931

931           

                      

            

  

 1,361             

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淨額 （附註 (a)） 64

6464

64            

                        

             

  

 87,820           

非上市的可供出售股本證券之減值虧損（附註 9(a)） (40,700)

(40,700)(40,700)

(40,700)     

          

      

  

 (77,000)          

出售非上市可供出售股本證券及相關應

 收貸款之虧損（附註 9(b)） (17,770)

(17,770)(17,770)

(17,770)     

          

      

  

 -

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溢利/(虧損)淨額 2,246

2,2462,246

2,246        

                

         

  

 (9,184)            

匯兌溢利淨額 11,447

11,44711,447

11,447      

            

       

  

 18,678           

政府津貼 9,165

9,1659,165

9,165        

                

         

  

 -

其他收入 8,215

8,2158,215

8,215        

                

         

  

 1,429             

(18,456)

(18,456)(18,456)

(18,456)     

          

      

  

 33,492           

 

(a)

(a)(a)

(a) 出售固定資產

出售固定資產出售固定資產

出售固定資產之

之之

之溢利

溢利溢利

溢利淨額

淨額淨額

淨額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予獨立第三者，作價為

95,356,000 港元，並包括在出售固定資產之溢利淨額錄得淨溢利 86,91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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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

／（計入

計入計入

計入）：

）：）：

）：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a)(a)

(a)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

五年以內全部償還的銀行墊資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4,725

4,7254,725

4,725        

                

         

  

 5,694             

減:於在建工程撥充資本之利息* (2,279)

(2,279)(2,279)

(2,279)       

              

        

  

 (3,598)            

2,446

2,4462,446

2,446        

                

         

  

 2,096             

*撥充資本之借款成本按年率 1.30 - 1.73% (2012年 : 1.49 - 1.58%) 計算 。

(b)

(b)(b)

(b) 減值虧損之確認

減值虧損之確認減值虧損之確認

減值虧損之確認／（

／（／（

／（撥回

撥回撥回

撥回）

））

）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 :

 － 關於呆賬 -

--

- 590                

 － 關於銷售退貨撥備 1,042

1,0421,042

1,042        

                

         

  

 (92)                 

(c)

(c)(c)

(c) 其他項目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916,528

1,916,5281,916,528

1,916,528 

  

  

  

 1,751,141      

核數師酬金 :

 － 審計服務費用 3,390

3,3903,390

3,390        

                

         

  

 3,220             

 － 非審計服務費用 300

300300

300           

                      

            

  

 300                

研究及開發費用 186,890

186,890186,890

186,890    

        

     

  

 164,739         

經營租賃費用 : 最低租賃費用

 － 租借資產 (包括物業租賃) 6,283

6,2836,283

6,283        

                

         

  

 3,036             

規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1,558

21,55821,558

21,558      

            

       

  

 17,652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支出 1,273

1,2731,273

1,273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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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損損損損益表之所得稅益表之所得稅益表之所得稅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中之稅項如下

綜合損益表中之稅項如下綜合損益表中之稅項如下

綜合損益表中之稅項如下：

：：

：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

年內準備 44,546

44,54644,546

44,546      

            

       

  

 7,113             

以往年度過多撥備 (264)

(264)(264)

(264)         

                  

          

  

 (5,263)            

44,282

44,28244,282

44,282      

            

       

  

 1,850             

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中國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

年內準備 21,541

21,54121,541

21,541      

            

       

  

 10,477           

以往年度過多撥備 (3,394)

(3,394)(3,394)

(3,394)      

            

       

  

 (1,656)            

18,147

18,14718,147

18,147      

            

       

  

 8,821             

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本期稅項－

－－

－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

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

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

年內準備 6,327

6,3276,327

6,327        

                

         

  

 8,135             

以往年度過多撥備 (1,115)

(1,115)(1,115)

(1,115)      

            

       

  

 (3)                   

5,212

5,2125,212

5,212        

                

         

  

 8,132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定差異 3,759

3,7593,759

3,759        

                

         

  

 1,137             

71,400

71,40071,400

71,400      

            

       

  

 19,940           

2013年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全年之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的稅率（2012年：16.5%）

計算。香港境外及海外附屬公司稅項則同樣以相關國家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7777.  .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a)(a)(a)(a) 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佈派發及已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12.0 港仙

  （2012 年：8.0 港仙） 39,171

39,17139,171

39,171      

            

       

  

 25,936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38.0 港仙 

  （2012 年：20.0 港仙） 124,140

124,140124,140

124,140    

        

     

  

 65,143           

163,311

163,311163,311

163,311    

        

     

  

 91,079           

 

於結算日後建議之末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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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上一財政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上一財政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上一財政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上一財政年度本公司股東應收之應付股息，，，，並於本年度獲批准及派付並於本年度獲批准及派付並於本年度獲批准及派付並於本年度獲批准及派付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年度末期股息於今年度獲批准及派付

  每股 20.0港仙（2012 年：15.5港仙） 65,143

65,14365,143

65,143      

            

       

  

 50,250           

 

  

 

888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a)(a)(a)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年內的股東應佔溢利243,150,000港元（2012年：170,835,000港

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25,607,204股（2012年：324,183,560股）計算：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

於1月1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324,195,204

324,195,204324,195,204

324,195,204 

  

 324,145,204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1,412,000

1,412,0001,412,000

1,412,000   

      

    

  

 38,356              

於12月31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25,607,204

325,607,204325,607,204

325,607,204 

  

 324,183,560     

 

(b)

(b)(b)

(b) 

  

 每股

每股每股

每股攤薄盈利攤薄盈利攤薄盈利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年內的股東應佔溢利243,150,000港元（2012年：170,835,000港

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30,912,087股（2012年：325,748,687股）計算：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

((

(攤薄

攤薄攤薄

攤薄)

))

)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 股票數目

於12月31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325,607,204

325,607,204325,607,204

325,607,204 

  

 324,183,560     

假設因購股權計劃以不收取代價方式而發行

　之股份 5,304,883

5,304,8835,304,883

5,304,883    

        

     

  

 1,565,127         

於12月31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攤薄） 330,912,087

330,912,087330,912,087

330,912,087 

  

 325,74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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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非上市的可供出非上市的可供出非上市的可供出非上市的可供出股本證券之投資股本證券之投資股本證券之投資股本證券之投資及及及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應收應收應收應收貸貸貸貸款款款款    

(a) Hydis 之投資股本之減值虧損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獲悉，Hydis Technologies Co., Ltd.（「Hydis」）

產生營運虧損，未能達致期間之業務預測。董事認為，由於Hydis處於不利營運環

境，投資可能出現減值跡象。本公司已聘請專業估值師根據Hydis之經修訂業務計

劃評估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財務資產之現行市場回報率折現（「估計未來現金

流量」）。經比較於2012年12月31日的Hydis股本投資賬面值154,979,000港元及估計

未來現金流量，本公司確認減值虧損77,000,000港元。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重新評估於2013年6月30日的估計未來現金流

量，並確認額外減值虧損40,700,000港元。 

(b) 出售於 Hydis 之投資 

 

於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完成一項交易，向Hydis多數股東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買方」）出售其於Hydis的全部股本及債券權益，代價為12,800,000美元（相當

於99,200,000港元）。此代價中2,800,000美元（相當於21,700,000港元）須於2014年1

月支付，而餘下10,000,000美元（相當於77,500,000港元）須由買方自2014年7月1日

起以相等金額分五年償還，買方之最終控股公司已作出以本公司為受惠人之公司擔

保。 是項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2013年9月13日及2013年10月31日發出與

Alco Holdings Limited之聯合公佈。 

 

本公司按現值初步確認應收代價，及按類似財務資產之現行市場回報率折現，並於

經比較代價與於Hydis投資之賬面值後錄得出售所得虧損17,770,000港元。 應收代價

包括在「應收貸款」內。 

 

10101010....    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    
 

包含在客戶及其他應收款項中之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票據（已扣除備抵呆賬），

於結算日之數期分析如下：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發票日起計60日內 397,379

397,379397,379

397,379   

      

    

  

 348,397        

發票日後61至90日 115,501

115,501115,501

115,501   

      

    

  

 75,333          

發票日後91至120日 58,260

58,26058,260

58,260     

          

      

  

 27,836          

發票日後120日以上、12個月內 15,822

15,82215,822

15,822     

          

      

  

 13,128          

586,962

586,962586,962

586,962   

      

    

  

 464,694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票據一般在發票日後60 - 90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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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包含在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中之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票據，於結算日之數期

分析如下：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供應商之發票日起計60日內 351,786

351,786351,786

351,786   

      

    

  

 254,039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61至120日 92,484

92,48492,484

92,484     

          

      

  

 63,079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120日以上、12個月內 6,920

6,9206,920

6,920       

              

        

  

 3,630            

供應商之發票日後12個月以上 1,106

1,1061,106

1,106       

              

        

  

 323               

452,296

452,296452,296

452,296   

      

    

  

 321,071        

11112222....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內資本承擔並未包括在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內如下： 

2013 

2013 2013 

2013 年

年年

年 2012 年

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31,331

31,33131,331

31,331     

          

      

  

 87,506          

已批准但未簽約 27,948

27,94827,948

27,948     

          

      

  

 5,639            

59,279

59,27959,279

59,279     

          

      

  

 93,145          

11113333. . . .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已發出之財務擔保已發出之財務擔保已發出之財務擔保已發出之財務擔保    

 

於結算日，本公司為部份附屬公司的已批閱銀行備用信貸向銀行作出擔保。 

 

於結算日，董事認為本公司向銀行作出的任何擔保均不會導致索償。本公司於結算

日所作出的擔保之最高負債額及附屬公司已動用信貸額達 302,233,000 港元（2012

年：317,521,000 港元。 

 

因該等擔保的公平價值未能按現有市場提供的數據可靠地估算出來，故本公司沒有

就該等擔保確認任何遞延收益。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宣派末期股息每股38.0港仙（二零一二年：20.0港仙），中期股息每股12.0

港仙（二零一二年：8.0港仙）。二零一三年年度宣派之股息合共為每股50.0港仙（二

零一二年：28.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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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暫停辦理股份過暫停辦理股份過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戶戶戶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

符合出席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2014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中央證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2014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該股息將於

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星期三）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為釐定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

六月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前

述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中央證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6室。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全球共僱用4,861名員工，其中173名、4,647

名及41名分別駐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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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為其在香港及中國之部分僱員提供免費宿舍。 

 

本集團採取以表現為本之薪酬政策，薪金檢討及表現花紅均視乎工作表現而定。此

政策之目的乃鼓勵表現優越之同事，及為整體僱員提供誘因，以不斷改進及提升實

力。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1,728,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1,54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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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21（二零一二年：2.31）。 

 

於年末時，本集團持有價值達768,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601,000,000港元）之

流動投資組合，當中55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64,000,000港元）為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而2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37,000,000港元）則為證券。未抵押

附息銀行貸款為30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18,0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銀

行貸款／資產淨值）為17%（二零一二年：20%）。 

 

本集團在本年度之存貨流動比率為4.6倍（二零一二年：5.0倍）。本年度之客戶應收

款日流動比率為82日（二零一二年：7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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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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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應收

貸款及銀行貸款。導致此項風險出現之貨幣主要是美元、歐羅、日圓、人民幣及韓

圜。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然而，本集團管理層不時監察外匯風險，

並將考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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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買賣或

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

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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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內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盧永仁博士（審核委員會主席）、周承炎

先生及侯自強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負責委任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

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等事宜。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在審閱本集

團中期及全年業績後向董事會作出是否批准有關業績之建議。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

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現時呈報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之業績。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負責設定及監察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薪

酬委員會成員包括盧永仁博士（薪酬委員會主席）、侯自強先生及高振順先生。於

三名薪酬委員會成員當中，兩名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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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盧永仁博士（提名委員會主席）、侯自強先生及高振順

先生。於三名提名委員會成員當中，兩名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提名委員會之角色及職能包括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情況、就任

何建議調整向董事會提出符合本公司企業策略之推薦意見、物色具備資格成為董事

會成員之適當人選及挑選獲提名人士擔任董事職務（如有需要）、評估獨立非執行

董事之獨立性及就有關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之相關事宜及就董事（特別是董事會主

席及行政總裁）之連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之工作範之工作範之工作範疇疇疇疇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報表所載數額

作出比較，並認為兩者之數額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本公告進行之工作有限，

並不構成審計、審閱或其他保證，故核數師並未有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承董 事會命  

精 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精 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精 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精 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主席  

高 振 順高 振 順高 振 順高 振 順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位董事組成，其中高振順先生、蔡東豪先生、袁健先生

及賀德懷先生為執行董事，而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周承炎先生及侯自強先生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