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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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VA Precisio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8）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進一步全年業績公佈

經審核財務業績

茲提述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有關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全
年業績之公佈（「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未經
審核全年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
的審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二
零年五月六日批准，詳情載列如下。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 3,747,055 3,666,657
 

銷售成本 5 (2,982,064) (2,877,691)
  

毛利 764,991 788,966

其他收益 48,056 28,857
其他虧損－淨額 (14,619) (183)
分銷成本 5 (215,596) (213,800)
一般及行政費用 5 (462,790) (46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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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利潤 120,042 143,794

財務收益 6 15,031 15,707
財務費用 6 (55,389) (55,58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082) (404)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77,602 103,510

所得稅費用 7 (25,821) (20,847)
  

年度利潤 51,781 82,663

本年度其他綜合虧損，扣除稅項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折算差額 (25,308) (58,832)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重估虧損 (1,875) (7,814)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24,598 16,017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年度利潤 51,781 82,663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24,598 16,017
  

年內的每股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每股港仙）
－基本 8 3.0 4.8

  

－稀釋 8 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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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2,082,318 2,017,140
使用權資產 371,454 –
發展中投資物業 176,521 156,00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238,778
無形資產 8,524 2,51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55,165 63,04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44,831 104,498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
融資產 81,247 105,851

  

2,820,060 2,687,823
  

流動資產
存貨 607,705 445,241
應收賬款 10 914,511 989,5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32,562 248,506
受限制銀行存款 84,460 51,563
短期銀行存款 218,060 174,1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0,738 1,111,046

  

3,128,036 3,020,124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977,855 838,136
合約負債 59,284 68,4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53,970 230,448
銀行借款 1,125,744 1,348,580
租賃負債 18,223 –
融資租賃負債 – 2,482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193 10,842

  

2,446,269 2,498,981
  

流動資產淨值 681,767 52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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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01,827 3,208,96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787,073 597,253
租賃負債 86,919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2,586 23,210

  

906,578 620,463
  

資產淨值 2,595,249 2,588,503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1,713 172,944
儲備 2,423,536 2,415,559

  

總權益 2,595,249 2,58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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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高精密生產服務，專注於生產高質素及
尺寸準確的模具及零部件以及自動化組裝服務。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深圳、蘇州、中山、重慶、武漢及威海）、越南海防市及墨西哥聖
路易斯波托西州共擁有十一個工業園。同時，本集團正在著手於威海興建新生產設施以拓
展當地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依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3，經綜合
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自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合併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

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的規定編
製。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
益之金融資產及發展中投資物業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亦需管理層於應用本
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2.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及詮釋

以下為須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財政年度首度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早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28（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不確定性

於採納附註2.1所披露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後，本集團變更其會計政策。採納其他
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及詮釋並無對本期間或任何過往期間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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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訂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為已頒佈且與本集團相關，但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及並無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其後開
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修訂） 
（經修改）

業務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1及香港會計準則8（修
訂）

重大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度財務報告的概念 
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39、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修訂）

對沖會計處理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7 保險合同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及香港會計準則

28（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資企業
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本集團董事正在評估採納上述新訂準則、準則修訂之財務影響，且預期該等新訂準
則、準則修訂不會對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及可預見之未來交易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
董事將於該等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生效時予以採納。

2.1 會計政策變動

下文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披露自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起應用之新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之強制採納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該準
則。本集團以簡化過渡法採納該準則，且按該準則特定過渡性條文所允許，並未重
列二零一八年報告期間之可資比較數據。因此，新租賃規則所導致之重新分類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財務狀況報表中確認。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時確認之調整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時，本集團作為承租人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17
之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之現
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截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租賃負債應用之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4.88%。



- 7 -

對於先前被分類為融資租賃之租賃，實體將緊接過渡前的租賃資產及租賃負債
之賬面值確認為首次應用日期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賬面值。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16之計量原則僅於該日期之後適用。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25,265
 

使用承租人於首次應用日期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84,470
加：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賃負債 2,482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之短期租賃 (28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86,666
包括：
流動租賃負債 10,835
非流動租賃負債 75,831

 

86,666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租賃負債－機器及設備 2,482
租賃負債－廠房和辦公物業 84,184

 

8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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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乃按相當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財務狀況表所確認租賃有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本集
團並無虧損性租賃合約將須對首次應用日期之使用權資產作出調整。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先前於合併財務狀況表中呈列為獨立項目，自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起亦獲分組為使用權資產的一部份。

已確認使用權資產與下列類型之資產有關：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30,685 238,778
融資租賃項下土地 6,199 6,461
融資租賃項下機器及設備 62,154 11,990
廠房和辦公物業 72,416 84,184

  

使用權資產總額 371,454 341,413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合併財務狀況表之以下項目，其中，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減少港幣238,778,000元、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減少港
幣18,451,000元、使用權資產增加港幣341,413,000元、融資租賃負債減少港幣
2,482,000元以及租賃負債增加港幣86,666,000元。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留
存收益則無造成影響。

(i) 對分部披露及每股盈利之影響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均因會計政
策變動而增加。受政策變動影響的分部如下：

分部業績增加 分部資產增加 分部負債增加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金屬沖壓 759 26,323 26,902
塑膠注塑 1,330 46,093 47,108

   

總計 2,089 72,416 74,010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每股盈利減少港幣0.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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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採用之可行權宜方法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時，本集團已使用該準則允許之下列可行
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類似特徵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過往對租賃是否屬虧損性之評估；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餘下租賃年期不足十二個月之經營租賃入賬
列作短期租賃；及

•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摒除初始直接成本。

本集團亦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應用日期是否屬於或包含租賃。相
反，對於在過渡日期之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依賴其應用香港會計準則17
及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作出之評估。

(b) 本集團之租賃活動及入賬方式

本集團租賃各種不動產、工廠及機器。租賃合約一般為期2至11年。租賃條款乃
按個別基準進行磋商，當中包含眾多不同之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並無任何契
諾，惟若干租賃負債已獲有效擔保，此乃因為倘有違約，租賃資產之權利則歸
出租人所有。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抵押使用權資產的賬面淨值為
約港幣62,15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99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如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持有租賃不動產、工
廠及設備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則分類為融資租賃。融資租賃在租賃
開始時按租賃不動產之公允價值或（倘若較低）最低租賃付款之現值入賬。相應
租賃責任在扣除財務費用後計入其他短期或長期應付款項。每筆租賃付款會分
配至負債及財務費用。財務費用於租期內自損益扣除，以計算出各期間負債餘
額之固定週期利率。倘無法合理確定本集團將於租期結束後獲得擁有權，則根
據融資租賃而收購之不動產、工廠及設備，乃按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
短者作準）計提折舊。

凡擁有權之大部份風險及回報未轉讓予本集團（作為承租人）之租約，均歸類為
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之付款（扣除出租人給予之任何優惠）按租約年期
以直線法自損益扣除。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並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
使用之日確認相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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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初始按現值基準進行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下列租賃付款
之淨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基於指數或利率之可變租賃付款（初始於開始日期採用指數或利率計量）

• 本集團於剩餘價值擔保下預計應付之金額

• 倘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選擇權，則為該選擇權之行使價，及

• 倘租賃期間反映本集團行使該選擇權，則支付終止租賃之罰款。

根據合理確定續期選擇權而支付之租賃款項亦納入負債計量之中。租賃付款採
用租賃隱含之利率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本集團之租賃一般屬此類情況），
則使用承租人之增量借款利率予以貼現，即個別承租人在類似經濟環境中以類
似條款、抵押及條件獲得價值與使用權資產相近之資產所需借入資金而必須支
付之利率。

為釐定增量借款利率，本集團：

• 在可能情況下，使用個別承租人最近獲得之第三方融資為出發點作出調整
以反映自獲得第三方融資以來融資條件之變動

• 使用累加法，首先就本集團所持有租賃之信貸風險（最近並無第三方融資）
調整無風險利率，及

• 進行特定於租賃之調整，例如期限、國家、貨幣及抵押。

本集團未來可能根據指數或利率增加可變租賃付款，而有關指數或利率在生效
前不會計入租賃負債。當根據指數或利率對租賃付款作出之調整生效時，租賃
負債會根據使用權資產進行重新評估及調整。

租賃付款於本金及財務費用之間作出分配。財務費用於租期內自損益扣除，以
計算出各期間負債餘額之固定週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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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之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之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修復成本。

使用權資產一般按資產可使用年期與租期之較短者，以直線法進行折舊。倘本
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選擇權，則使用權資產按相關資產之可使用年期進行折
舊。

與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之付款以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短期
租賃指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

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之報告與提供予最高營運決策者之內部報告一致。最高營運決策者已被統一認定
為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彼等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申報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

本集團共分為兩大業務分部：

(i) 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模具，以及製造金屬沖壓零部件及車床加工零部件（「金屬沖
壓」）；及

(ii) 設計及製造塑膠注塑模具，以及製造塑膠注塑零部件（「塑膠注塑」）。

最高營運決策者根據計量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

提供予最高營運決策者之資料乃按與用於合併財務報表一致之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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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小額貸款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小額貸款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毛額總值 2,188,915 2,201,080 – 4,389,995 2,243,914 2,058,765 – 4,302,679
分部間收入 (353,196) (289,744) – (642,940) (373,046) (262,976) – (636,022)

        

收入 1,835,719 1,911,336 – 3,747,055 1,870,868 1,795,789 – 3,666,657
        

分部業績 49,733 73,977 (1,530) 122,180 73,144 75,764 867 149,775
      

未分配開支 (4,220) (6,385)
財務收益 15,031 15,707
財務費用 (55,389) (55,587)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77,602 103,510
所得稅費用 (25,821) (20,847)

  

年度利潤 51,781 82,66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 (552) – (1,530) (2,082) (1,271) – 867 (404)
        

折舊 165,071 58,718 – 223,789 157,139 66,500 – 223,639
        

攤銷 881 – – 881 5,027 928 – 5,955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分配開支代表企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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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小額貸款 未分配 總計 金屬沖壓 塑膠注塑 小額貸款 未分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4,023,310 1,847,997 55,165 21,624 5,948,096 4,349,705 1,291,384 49,400 17,458 5,707,947
          

負債 949,182 443,060 – 1,960,605 3,352,847 613,267 523,721 – 1,982,456 3,119,444
          

資本開支 293,590 106,108 – – 399,698 464,225 123,440 – – 587,665
          

分部資產主要包含部份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發展中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二零一八
年：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投資、預付款項、按金、部分其
他應收款、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存貨、應收賬款以及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但不包括銀行借款、當期所得稅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若干應計
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資本開支包含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發展中投資物業、使用權資產（二零一八年：租賃土
地及土地使用權）及無形資產之添置。

根據貨運目的地劃分之外部客戶收入及按國家劃分之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如
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香港及中國 越南 墨西哥 總計 香港及中國 越南 墨西哥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447,130 279,313 20,612 3,747,055 3,474,296 192,361 – 3,666,657
        

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

分部非流動資產總額 2,313,340 255,315 251,405 2,820,060 2,295,019 247,718 145,086 2,687,823
        

分部資產總額 5,258,554 403,646 285,896 5,948,096 5,069,204 419,045 219,698 5,70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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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與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之對賬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負債 5,926,472 1,392,242 5,690,489 1,136,988
未分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80 – 15,029 –
其他應收款 2,344 – 2,42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 11,193 – 10,8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 32,586 – 23,210
銀行借款 – 1,912,817 – 1,945,83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 4,009 – 2,571

    

總額 5,948,096 3,352,847 5,707,947 3,119,444
    

單家公司佔本集團外部收益10%或以上之本集團三名（二零一八年：三名）最大客戶分析如
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566,663 543,780
客戶B 548,280 469,477
客戶C 345,755 349,409

  

4. 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
設計及製造金屬沖壓模具 210,705 201,064
製造金屬沖壓零部件 1,495,846 1,545,032
製造車床加工零部件 85,063 99,194
設計及製造塑膠注塑模具 73,938 72,029
製造塑膠注塑零部件 1,824,532 1,713,685
其他（附註） 56,971 35,653

  

3,747,055 3,666,657
  

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於某一時間點銷售貨物所得。

附註：其他主要指廢料之銷售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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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利潤

費用包括銷售成本、分銷成本，以及一般及行政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之折舊 202,998 221,606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0,791 2,033
攤銷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5,955
攤銷無形資產 881 –
職工福利費用 892,458 854,727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3,830 3,830
－非審核服務 345 345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134,301) (68,615)
使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 2,124,811 1,915,114
陳舊存貨撥備 5,486 3,639
分包費用 126,782 209,434
公用設施費用 70,651 65,342
運輸費用 30,629 34,743
包裝費用 115,854 118,912
業務推廣費用 5,225 6,860
辦公室費用 48,051 46,598
與物業有關的租賃租金 – 6,464
與低價值物業有關的租賃租金 782 –
其他費用 145,177 124,550

  

3,660,450 3,55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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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益╱費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5,031 15,707
  

財務費用

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 64,989 60,192
融資租賃負債 – 158
租賃負債－機器及設備 978 –
租賃負債－廠房和辦公物業 3,796 –
已資本化之利息 (14,374) (4,763)

  

55,389 55,587
  

7.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24,100 29,991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7,655) (8,556)
遞延所得稅 9,376 (588)

  

25,821 2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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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二零一八年：16.5%）之稅率撥備。

(b)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按下列稅率撥備：

(i) 年內，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各實體之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率25%（二
零一八年：25%）計提撥備，惟年內若干附屬公司符合資格享有若干稅務豁免及
優惠，包括稅務優惠及降低所得稅稅率。

(ii) 億和精密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深圳億和模具製造有限公司、重慶數碼模車身
模具有限公司、深圳市億和精密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中山數碼模汽車技術有限
公司、億和塑膠電子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及數碼模沖壓技術（武漢）有限公司均
獲中國政府確認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故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享有15%的優惠稅率。

根據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法，外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以後所賺取之利潤之股息分
配須繳納企業預扣所得稅，稅率為10%或給予香港註冊成立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5%
之優惠稅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一家附屬公司未匯出留存收益
之預扣稅確認遞延稅項支出港幣10,000,000元（二零一八年：無）。

(c) 其他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3，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故免繳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
立，故免繳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成立及營運於越南之附屬公司從(i)產生溢利首年或(ii)投入運營後的第四年（按較早者
為準）起計之首四年內，獲全數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九年內享有50%企業
所得稅減免。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越南附
屬公司獲豁免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

其他地區的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有關的附屬公司之應課稅利潤及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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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基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港幣千元） 51,781 82,66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725,549 1,738,936
  

基本每股盈利（每股港仙） 3.0 4.8
  

稀釋

計算稀釋每股盈利時，需假設所有具稀釋潛力之普通股（即購股權）均被轉換並對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亦需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有之認購權的貨幣價值計算能
夠按公允價值（以本公司股份每年平均掛牌股價決定）而獲得的股份數目。按上述方法計算
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時所發行之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利潤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港幣千元） 51,781 82,66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725,549 1,738,936
購股權調整（千份） 1,147 87,017

  

計算稀釋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726,696 1,825,953
  

稀釋每股盈利（每股港仙） 3.0 4.5
  

9.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65仙（二零一八年：港幣0.85仙） 11,230 14,678
已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港幣2.67仙（二零一八年：無） 45,833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25仙（二零一八年：港幣0.63仙） 4,291 10,885

  

61,354 2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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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0.25仙，總計為港幣
4,291,000元，已提呈待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本財務報表未反映此項應付股息。

10. 應收賬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915,699 990,787
減：減值撥備 (1,188) (1,188)

  

應收賬款－淨額 914,511 989,599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日至180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90日 731,749 830,915
91至180日 183,950 159,872

  

915,699 990,787
減：減值撥備 (1,188) (1,188)

  

應收賬款－淨額 914,511 989,599
  

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五名最大客戶及最大客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佔應收賬款結餘30.1%（二零一
八年：30.2%）及10.8%（二零一八年：9.7%）。除該等主要客戶外，由於本集團擁有大量客
戶，故應收賬款並無集中信用風險之問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應收賬款（二零一八年：無）經已過期。

應收賬款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 94,057 147,104
美元 446,888 432,828
人民幣 353,695 378,309
其他貨幣 21,059 32,546

  

915,699 99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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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90日 646,810 510,521
91至180日 331,045 327,615

  

977,855 838,136
  

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並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 18,086 31,548
人民幣 660,712 556,705
美元 297,713 248,558
其他貨幣 1,344 1,325

  

977,855 838,136
  

12. 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初爆發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後，全國╱區內
已採取及繼續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由於全國範圍內的農曆新年假期延長及出行限制，本
集團於農曆新年後延遲中國生產設施的復產。於本全年業績公佈日期，本集團所有生產設
施都已恢復運作。本集團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對業務造成短暫阻礙，但不會明顯改變
長期業務增長態勢。本集團將密切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並繼續評估其對本集團財務
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本集團簽訂協議，以現金代價人民幣12,46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13,910,000元）出售深圳市精工小額貸款有限公司10%股權。深圳市精工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於中國大陸從事小額貸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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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間的重大差異

由於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所載財務資料於刊發日期未經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及核
對，且隨後對該等資料作出調整，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集團未經審核與經審核
全年業績財務資料的若干差異。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3)(ii)(b)條該等財務資料重大差異的主要
詳情及理由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項目
本經審核初
步公佈披露

未經審核初
步公佈披露 差額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重估收益╱（虧損） (1,875) 9,568 (11,443) 1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24,598 36,041 (11,443) 1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24,598 36,041 (11,443) 1

合併財務狀況表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81,247 92,690 (11,443) 1

儲備 2,423,536 2,434,979 (11,443) 1

附註：

1. 約港幣11,000,000元之差額主要由於估值確定後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出現變動。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以及有關上述重大差異的總額、百分比、比率的相應調整外，未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佈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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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冠狀病毒疫情對業務的影響

自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已採取各種措施以協助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並藉此
減少對我們業務的影響。根據相關的政府指引，我們延長國內工業園的農曆新年假期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九日，在此日期後方恢復生產。本集團支持及採納由有關政府部門所制
定的各項防疫和衛生措施及指引。在本集團內部，我們限制業務出差，並要求員工盡可
能通過電子媒介，如視像會議等方式和客戶、供應商以及其他業務夥伴溝通，同時我們
亦採取一系列其他保護措施，包括要求從疫情嚴重地區返回的員工進行自我隔離、向員
工提供保護性口罩、在上班前為員工檢查體溫及徹底消毒各生產線，以防止病毒傳播。

目前，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已有減退跡象，而我們在中國的所有工業園亦已恢復生產。
然而，冠狀病毒疫情已令大部份商業活動和市場需求出現放緩。同時，本集團現時所製
造的零部件，絕大部份銷售給客戶的組裝工廠，供客戶用來製造最終產品。為完成最
終產品，客戶亦需要從海外國家如日本等進口其他零部件。由於受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
響，該等海外零部件的供應放緩，導致我們客戶組裝工廠的生產出現延誤，從而影響我
們的銷售訂單。因此，冠狀病毒疫情毫無疑問將對我們二零二零年的業務表現造成負面
影響。

為渡過此困難時期，本集團採取多種措施控制成本，其中包括減慢新員工的招聘，以更
有效率的方式擬定我們的生產計劃，藉此縮短我們生產線的使用時間來減低廠房開支，
和通過在本集團內部進行更多的生產工序以降低生產外判費用等。

本集團有信心克服冠狀病毒疫情所帶來的挑戰。本集團的現有客戶主要是在辦公室自動
化設備和汽車行業中知名的國際公司，該等客戶擁有豐厚的財務能力，因此本集團認為
客戶因冠狀病毒疫情而拖欠銷售款項，從而導致重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本集團亦擁有
穩健而健康的資產負債表，並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和三月成功從銀行獲取新的貸款額度，
因此本集團擁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來抵禦冠狀病毒疫情所導致的業務放緩。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舉行。召開股東週
年大會的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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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25仙，合共約為港幣4,291,000元。在股東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應届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董事建議之前提下，末期股息將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以現金派付。連同分別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
年四月二十四日派發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港幣11,230,000
元，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股息港幣45,833,000元，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派發之總股息將約為港幣61,354,000元。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期三）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本公司股份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舖。

待股東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的末期股息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七
月六日（星期一）支付給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為確
定符合資格獲取末期股息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
格獲取擬派的末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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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初步公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討論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全年業績初步公佈的數字，已獲本公
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所載數額核對一
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公佈發出核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傑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傑先生（主席）、張建華先生（副主席）及張耀華
先生（行政總裁）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德河先生、梁體超先生及林曉露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