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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業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449,610 958,977 51.2%
毛利 44,984 63,684 –29.4%
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溢利╱（虧損） 4,010 (99,985) 不適用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人民幣分） 0.23 (16.59)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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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顯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及財務狀況，連同過往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449,610 958,977

銷售成本  (1,404,626) (895,293)
   

毛利  44,984 63,68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9,269 12,397
銷售及分銷支出  (18,367) (15,892)
行政支出  (35,411) (27,032)
上市費用  – (140,844)
其他開支  (1,864) (302)
融資成本 6 (7,949) (2,994)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662 (110,983)

所得稅收益 7 3,348 10,998
   

本期間溢利╱（虧損）  4,010 (99,985)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者  4,010 (99,985)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人民幣0.23分 人民幣(16.59)分
   

攤薄  人民幣0.23分 人民幣(16.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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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4,010 (99,98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於其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11) 265
   

於其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淨額  (1,711) 265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1,711) 265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299 (99,720)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者  2,299 (9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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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4,804 164,171
無形資產  96 78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已付按金  9,593 10,345
遞延稅項資產  16,089 18,477
   

非流動資產合計  210,582 193,071
   

流動資產
存貨  281,346 158,213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947,770 597,5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2,331 98,66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7,435 286,605
   

流動資產合計  1,578,882 1,141,01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102,642 810,176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56,131 173,944
計息銀行貸款 12 180,000 137,185
應付稅項  21,511 35,795
   

流動負債合計  1,460,284 1,157,100
   

淨流動資產╱（負債）  118,598 (16,0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9,180 17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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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3,655 13,405
應付債券  59,829 58,646
   

非流動負債合計  73,484 72,051
   

淨資產  255,696 104,939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者之權益
股本 13 160,632 138,561
儲備  95,064 (33,622)
   

權益合計  255,696 10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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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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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不包括年度財務報告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年度財務報告一併閱覽。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新準則及詮釋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
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之年度綜合財務報
告所遵循者一致。採納新準則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或本集團之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報告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任何其他準則、
詮釋或修訂。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以單一業務單位經營，並設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如下：

顯示產品分類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平板顯示產品。

並無經營分類予以合併以組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類。

地區資料

(a) 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927,017 420,784

其他國家╱地區 522,593 538,193
  

 1,449,610 958,977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客戶之位置。

* 中國內地指中國之任何部分（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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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因此，並無呈列分類資產之地區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02,425,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497,537,000元）的收入乃來自對同系附屬公司作出之銷售。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449,610 958,977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2,133 776

雜項收入* 2,649 984

匯兌收益淨額 – 4,340

出售原材料、樣品及廢料之收益 3,200 4,908

訴訟賠償之收益 11,287 1,377

其他 – 12
  

 19,269 12,397
  

* 雜項收入指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獲得的多項政府撥款。管理層認為，該等撥款並無任何
相關之尚未達成條件或備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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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1,302,990 794,516

折舊  22,915 10,199

無形資產攤銷  29 27

研發成本：
 本期間開支*  8,822 10,897

經營租約最低租金付款  3,351 3,229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3,945 63,517

 退休金計劃供款  8,532 18,072

 獎勵股份開支  9,873 –

 購股權開支  4,902 –
   

  97,252 81,589
   

存貨（收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3,586) 11,18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958 (4,340)

上市費用  – 140,844
   

* 研發成本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的「行政支出」內。

** 存貨（收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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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債券利息 3,016 744

貼現票據利息 4,933 2,250
  

 7,949 2,994
  

7. 所得稅收益

由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營運所在之
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中國內地
 期內稅項支出 2,589 12,503

 就過往期間之稅項作本期間調整 (8,326) (19,956)

遞延稅項 2,389 (3,545)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3,348) (10,998)
  

根據中國內地現行之相關所得稅法，中國內地附屬公司TCL顯示須就其應課稅收入按法定
稅率25%繳納企業所得稅。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TCL顯示獲廣東省科學技術廳認定為高
新技術企業，有效期為三年。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地方稅務
機關分別批准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之TCL顯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15%優惠稅率。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分別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所得稅撥備調減人民幣
8,326,000元及人民幣19,95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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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派付任何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 84,9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TCL顯示於本公司完成收購TCL顯示全部股權前向
其當時之股東分派股息合共人民幣84,915,000元。

9.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參
考TCL顯示之合併前資本乘以反收購交易所設立之交換率及於緊隨完成反收購交易後本公
司實際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釐定。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741,363,191股。

由於購股權及獎勵股份或可換股債券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產生反攤薄影響，
故並無就攤薄對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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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母公司普通股
 股東應佔之溢利╱（虧損） 4,010 (99,985)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741,363,191 602,819,439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678,017 426,049

應收票據 269,753 171,489

減值 – –
  

 947,770 597,538
  

除若干客戶通常需要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之買賣條款主要為記賬方式，信貸
期一般為30至90天，視乎客戶的規模及信貸質素，而每名客戶亦將獲設定不同的信貸上限。
本集團一直致力嚴格監控其未獲償還的應收款項，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將信貸風險減至
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鑑於上文所述者，且事實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
與大量分散之客戶有關，故信貸風險並不集中。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或其他加强信貸措施。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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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間末，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434,880 419,069

1至2個月 280,119 132,054

2至3個月 151,706 32,762

超過3個月 81,065 13,653
  

 947,770 597,538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098,545 674,922

應付票據 4,097 135,254
  

 1,102,642 810,176
  

於報告期間末，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372,660 280,748

31至60日 386,880 201,932

61至90日 223,034 152,132

超過90日 120,068 175,364
  

 1,102,642 810,176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按30至120日之期限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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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息銀行貸款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 – – – 0.95 2016 26,794

抵押銀行墊款－有抵押及
 有擔保 3 2016 180,000 0.79-0.92 2016 110,391
      

   180,000   137,185
      

須予償還：
一年內   180,000   137,185
      

附註：

(a) 本集團擁有銀行融資人民幣2,53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2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184,097,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72,437,000元）於報告期間末已被運用。

(b)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乃以應收貿易賬款人民幣192,82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37,989,000元）（附註10）作抵押。

 此外，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於報告期間末已為本集團若干計息銀行貸款作擔保，擔
保金額高達人民幣18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7,185,000元）。

(c)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分別
以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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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定：
4,000,000,000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千港元） 4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1,979,723,806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21,499,806股）普通股（千港元） 197,972 172,150
  

相當於人民幣千元 160,632 138,561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股本的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賬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721,499,806 138,561 109,572

發行股份 258,224,000 22,071 114,766

股份發行開支 – – (3,15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979,723,806 160,632 221,18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258,224,000股股份以每股0.62港元之配售價配售予若干獨立第三
方（「配售事項」）。由於進行配售事項，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發行額
外258,224,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並收取所得款項淨額人民幣133,683,000元（已
扣除相關開支人民幣3,1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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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回顧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全球經濟仍然處於調整階段，宏觀經濟放緩影響全球銷售平
板顯示與觸控市場的銷售。市場調研公司Trendforce最新的統計報告表示，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機銷售增長放緩，期內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約6.07億部，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0.2%，相比起過往迅速增長有所放緩。而全球平板電腦出貨
量約6,870萬部，按年下跌約8.4%。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出貨量增長放緩的影響
下，觸控及顯示模組市場之增長將同時面臨考驗。

行業目前仍處整合階段，部分顯示面板供應商較早前已關閉沒有盈利的生產線，
加上二零一六年二月台灣台南發生地震，多家顯示面板供應商的生產線受到損毀
而影響產能，令LCD顯示面板的市場供應短缺，其價格因而上漲。鑒於手機和平
板電腦的市場需求放緩，以及顯示面板供應不足，導致整個行業面臨盈利壓力。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中國主要中小尺寸顯示模組（≤10.1英寸）供應商之一，主要從事研究與開
發、製造、銷售及分銷主要供手持移動終端使用的LCD模組。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利潤約人民幣401萬元，而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期間」）則錄得虧損約人民幣1.00億元。扭
虧為盈主要受惠於(i)並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產生之一次性上
市費用；(ii)銷售量增長；(iii)產品結構優化帶動平均銷售價格上升；及(iv)收到來
自前廠房出租人就樓宇缺陷的一次性賠償。

回顧期內，本集團於中國地區之銷售錄得顯著升幅，其銷售量約為1,600萬片，銷
售收益約為人民幣9.27億元，分別較比較期間上升54.2%和120.3%，帶動本集團整
體銷售量上升22.7%至約3,320萬片及收入上升51.2%至約人民幣14.5億元。然而，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4,500萬元，毛利率則為3.1%，均較比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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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低，主要是受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主要原材料LCD顯示面板成本上漲所致，隨
著本集團正積極與客戶協商調整產品價格以應付生產成本上漲，相信將能有助本
集團二零一六年下半年之毛利增長。

回顧期內，手機LCD模組產品仍然是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反映智能終端市
場對LCD模組產品需求的變化，由二零一六年起，本集團之LCD模組產品銷售量
及收益以兩個類別劃分，貼合模組及非貼合模組，取代原有主要以呎吋劃分的分
類方法。於回顧期內，受惠於智能終端用戶對高端優質產品的追求，本集團錄得
貼合LCD模組產品之收益及銷售量分別約人民幣9.97億元及1,290萬片，較比較期
間分別大幅上升約325%及約452%；其收益佔比亦由比較期間的約24.5%上升至
68.8%。而本集團錄得非貼合LCD模組產品之收益及銷售量分別約為人民幣4.52億
元及2,020萬片，較比較期間分別下跌約37.6%及約18.0%。

TCL顯示於回顧期內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及各自同比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452,280 31.2 724,485 75.5 -37.6
貼合模組 997,330 68.8 234,492 24.5 325
     

總計 1,449,610 100 958,977 100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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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回顧期內按產品類別劃分的銷售量及各自同比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千片  %  千片  %  (%)

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20,236 61.0 24,667 91.3 -18.0
貼合模組 12,915 39.0 2,341 8.7 452
     

總計 33,151 100 27,008 100 22.7
     

本集團主要為多個國際和國內知名手機製造商以ODM（原始設計製造商）方式研
發及供應LCD模組。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及中國繼續為本
集團的主要市場。來自香港及中國的收益分別為約人民幣3.81億元及約人民幣9.27

億元，合共佔本集團總收益約90.2%，其中來自中國地區的銷售收益錄得顯著升
幅達120%。於回顧期內，受惠於國際知名的南韓消費電子產品品牌LG的銷售帶
動下，本集團於韓國市場的發展取得突破性成果，來自韓國的銷售收益由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520萬元顯著增長至約人民幣1.41億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按區域劃分的收益及各自同比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中國 927,017 63.9 420,784 43.9 120
香港 381,214 26.3 503,004 52.4 -24.2
韓國 141,379 9.8 35,189 3.7 302
     

總計 1,449,610 100.0 958,977 100.0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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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調整產品結構，保持集團競爭力。集團的內置式(On-cell)

模組產品於二零一五年首季度實現量產後，陸續獲得核心客戶的認可，本集團成
為業內其中一家出貨量最高、產品品質最優秀的On-cell模組產品供應商，繼續作
為客戶值得信賴的緊密合作伙伴。另外，本集團於新科技研發的投資已陸續取得
成果，首批內嵌式(In-cell)模組產品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出貨；而藉本集團的同系
附屬公司武漢華星光電技術有限公司（「武漢華星光電」）t3項目：第6代低溫多晶硅
(LTPS)顯示面板生產線於二零一六年二月正式點亮，本集團已成功向其取得生產
LTPS LCD模組所需的LTPS顯示面板小批量供應。本集團預期來自武漢華星光電
的LTPS顯示面板的供應將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增多，相信能為本集團更有效地取
得高端產品市場的市場份額。

有鑒於市場對單價及毛利率均普遍較其他LCD模組產品為高的高端LTPS LCD模
組之需求日益增加，本集團已落實計劃擴展現時LTPS LCD模組之生產規模，以擴
大本集團市場份額、為本集團及其股東產生更大利潤。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按每股0.62港元之配售價，配發約258,224,000股新股份，成功集資淨額約1.57億港
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本公司與武漢華星光電訂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
關可能與武漢華星光電合作，涉及組成合營企業以從事LTPS LCD模組生產（「可
能合作事項」）。本集團擬動用配售事項籌得之所得款項淨額當中約1.50億港元進
行可能合作事項（如獲付諸實行），現訂定可能合作事項下之合營企業將經營10條
手機用LTPS LCD模組的全自動化生產線，年均產能約為5,000萬片手機用貼合顯
示模組，生產規模之擴展將令本集團能更有效率地把握LTPS LCD模組日益殷切
的需求，產生更大利潤。

展望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國內以至全球經濟前景仍未明朗，從行業角度看，手機行業
已過了迅速增長時期，智能移動終端產品市場的增速放緩情況預期將會持續，市
場的品牌集中度將會繼續提升，各品牌廠商為了穩定供貨，訂單將漸漸向大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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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廠商轉移，包括了模組配件廠商，預期顯示模組行業競爭持續激烈，二零一六
年下半年預期仍然處於深度洗牌階段。儘管可能面臨嚴峻的挑戰，本集團經過一
連串的策略部署和計劃後，管理層仍對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整體銷售和業績持樂觀
態度。

自武漢華星光電t3項目於二零一六年二月投產後，本集團與武漢華星光電及主要
客戶之一的同系附屬公司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2618.HK）所組成垂直整合
供應鏈的雛型已成形，待武漢華星光電將來量產後，本集團將可獲得穩定的上游
顯示面板供應，並且有助抵禦日後顯示面板供應緊張及漲價的風險。此外，與武
漢華星光電的可能合作事項如獲付諸實行，將使本集團可利用武漢華星光電在
LTPS LCD面板生產方面的資源及專長，並將其LTPS LCD模組的生產規模擴展至
單靠本集團所不能達到的更大規模，得享規模經濟之利並可為本公司及股東創造
更大利潤。

儘管預期二零一六年下半年LTPS顯示面板市場在整體上依然供不應求，但憑藉武
漢華星光電提供穩定的顯示面板供應及根據可能合作事項如獲付諸實行下擬進行
之生產規模擴展，本集團相信其擴展生產規模後將能保證可獲得足夠供應以應付
市場需求。此外，擴充LTPS LCD模組之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亦有助提升本集團
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以至毛利，為本集團盈利帶來持續的貢獻。

另一方面，對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LCD面板成本上漲；導致毛利率下跌，本集團
正積極與客戶協商調整產品價格，並已陸續取得成果，相信將能有助本集團二零
一六年下半年之毛利增長。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於顯示模組的研發，藉著更高端、更多元化的
顯示模組產品，優化本集團的產品結構。本集團預計貼合顯示模組產品的銷售將
可持續提高，並預期將成為本集團未來的銷售增長動力。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由比較期間之約人民幣9.59億元增加51.2%至約人
民幣1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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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產品毛利率由比較期間之6.6%下降至回顧期內之3.1%，主要由於本集團
產品之主要原材料LCD顯示面板漲價所致。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之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401萬元，而比較期間則為虧
損約人民幣1.00億元。基本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23分，而比較期間為每股虧損人民
幣16.59分。回顧期內扭虧為盈主要原因乃1)並無比較期間產生之一次性上市費用
約人民幣1.41億元；及2)銷售量增長；3)產品結構優化帶動平均銷售價格上升；及4)

收到來自前廠房出租人就樓宇缺陷的一次性賠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流動資金保持穩健狀況。本集團之主要財務工具包括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和計息銀行貸款。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結存約人民幣2.77億元，其中33.2%為美元，13.3%為人民幣及53.5%為港元。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計息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1.80億元。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總值約為人民幣2.56億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5億元），資本負債率為13.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7%）。資本負債率乃根據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包括銀行借貸及應付
債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資產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撥備 4,019 17,59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未決訴訟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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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面向國際市場，因此不可避免地承受外匯交易及貨幣轉換的
風險。

本集團致力平衡以外幣計價的貿易、資產及負債，以達致自然對沖效果。此外，
為達到穩健的財務管理目標，本集團並無進行或從事任何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交易
或槓桿式外匯買賣合約。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其他附屬公司或資產收購或出售交易。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739名僱員。於回顧期間，員工總成本為
約人民幣9,730萬元。本集團已經參照現行法例、市況，以及僱員與公司的表現，
檢討酬金政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6.7、E.1.2及F.1.1條。偏
離守則條文第F.1.1條之理由仍與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所述者相同，而偏離守則
條文第A.6.7及E.1.2條之理由如下：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
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由於以下董事各自必須處理早已安排之工作，故：

1.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揚先生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同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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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執行董事袁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慧敏女士、徐岩先生及李揚先生
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獨立董事委員會（如有）的主席亦應在任何批准關連交易
或任何其他須經獨立批准的交易的股東大會上回應問題。

由於獨立董事委員會主席徐岩先生必須處理早已安排之工作，故彼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以批准若干持續關連交易之股東特別大會。然而，
本公司之獨立財務顧問北京證券有限公司有出席上述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回
答股東提出之問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操守守則，其條款如標準守則所載。經向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審
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即徐慧敏女士（主席）、徐岩先生及李揚先生，彼等均為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編製有關財務資料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上市規則之規定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袁冰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袁冰先生；執行董事李健先生、歐
陽洪平先生、楊雲芳女士及趙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慧敏女士、徐岩先生
及李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