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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



業務亮點

本集團是中國國內少數能夠設計、開發以及生產高精密及尺寸準確 之模具和零部件的高端
製造商之一，而高精密及尺寸準確之模具和零部件對高質素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以及汽車零
部件來說尤其重要。

本集團獨特的一站式開發及電子製造服務 (「DEMS」) 覆蓋多項生產工序，包括產品概念及
設計、模具開發、零部件生產、半製成品組裝、測試及品質監控，不但能提供高度客製化的
產品予客戶，並且能有效降低因外判不同生產工序予不同的供應商而產生的額外成本和生產
時間，使客戶有更大的誘因去增加對本集團的採購量。

現時本集團於中國 (深圳、蘇州、中山、重慶、武漢及威海) 、越南 (海防市) 以及墨西哥 (聖
路易斯波托西州) 共擁有十一個主要工業園。我們亦擴展了重慶的生產基地至四川省樂至縣
以更好配合客戶的發展。

本集團於數年前開始在越南及墨西哥興建新的生產設施。此外，由於大部份在中國製造的汽
車均於中國銷售，很少售往美國，因此本集團在中國的汽車零部件業務受到中美貿易爭端影
響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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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四月，我們收購了雙葉金屬製品（深圳）有限公司（隨後改名為深圳市億和科
技智造有限公司） （「億和智造」）的全部股本。億和智造主要從事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的製
造及銷售。

把握疫情受控所帶來的機遇，並積極與現有及新客戶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令營業額增長40%
至港幣2,386,869,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港幣1,700,320,000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改善約3個百分點，毛利亦增加64%至港幣
486,263,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港幣296,498,000元） 。

本公司董事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2 仙。

我們的現金流保持強勁。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淨經營現金流港幣
156,105,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港幣41,245,000元），同比增長278%。

業務亮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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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開發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市場潛力，令分部營業額上升35%至港幣
1,830,347,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港幣1,352,312,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辦
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分部利潤錄得港幣55,285,000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虧損港幣
10,121,000元）。

本集團來自日本的主要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有計劃長期逐步縮減其中國生產線的規模，藉
此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作為該計劃的一部份，客戶已計劃挑選如本集團
般具有優秀往績的供應商，並更集中向該供應商增加採購量。因此，預期客戶在中國將加速
生產外判，從而帶動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新訂單迅速增加。

近年來，本集團開始重組內部的生產物流，令本來在中國（如深圳）生產但針對歐美市場的
產品逐步轉移至東南亞（例如越南）的生產設施。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繼續採取此策略性
舉措，將更多歐美市場訂單轉移至越南生產，而深圳基地的產能則轉為支持亞洲及內地市場
的擴張。

自二零二一年開始，本集團集中在DEMS的新模式，即產品設計、開發及製造高度客製化並
涵蓋組裝及品質控制的精簡過程，並為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分部營業額帶來穩定增長。

業務亮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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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汽車零部件分部業績保持強勁，帶動分部營
業額錄得60%增長至港幣556,522,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港幣348,008,000元）。於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汽車零部件業務錄得分部利潤港幣48,396,000元（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虧損港幣13,180,000元） 。

本集團在重慶的高質素產品及焊接技術繼續取得客戶的信任，並加強與汽車製造商的業務關
係，例如本土汽車製造商長城汽車及上汽通用五菱。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為更好配合客戶的
發展，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該等本土汽車製造商的某些訂單由本集團位於四川省樂至縣的新
生產基地所生產。

在經過一至兩年的模具開發期後，單一汽車型號的產品生命周期一般長達五至七年。因此，
一旦本集團獲得模具開發的項目及相關訂單後，亦將在這些產品的生命週期內參與零部件的量
產。目前，本集團在武漢已接獲大量的手頭訂單，包括長城汽車以及若干新能源汽車製造商的
新項目，預計這些訂單將在二零二二年起的五至七年內逐步體現成銷售。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從墨西哥一期工業園直接接獲的零部件訂單大幅度增長。本集
團在去年取得特斯拉的一級供應商資格後，除了通過其他一級供應商接獲其間接訂單，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起亦接獲特斯拉的直接訂單並已經開始量產。

業務亮點(續)

6



企業概覽



垂直整合的精密金屬及塑膠模具和零部件製造服務供應商，擁有產品設計及開發能力以提供高度客製化的產品
予客戶。
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的業務，該市場由日本品牌擁有者所壟斷，需要極高的尺寸準確度以
防止出現卡紙及圖像扭曲的情況。
從數年前開始擴展至汽車零部件市場。

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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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設計、開發及工程能力以及激光焊接技術使本集團能夠在其他低端製造商中脫穎而出。
深受知名日本品牌擁有者認可，包括佳能、理光、富士膠片、京瓷、愛普生及柯尼卡美能達等，他們均以極高
的產品質素及生產管理要求而聞名。
本集團亦擁有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取代日本供應商的成功往績。
擁有來自其他行業的知名客戶，例如長城汽車、特斯拉、佛吉亞、博澤、海斯坦普及采埃孚等。

市場地位

透過獨特的垂直整合一站式解決方案來增加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的市場份額。此外，客戶正在加速生產外
判，並更集中地向如本集團般的優質供應商進行採購。
利用精密工程能力，把握市場對高質素汽車、智能裝備及高端消費類電子產品所需的精密模具及零部件之殷切
需求。
擴展海外市場至越南及墨西哥，藉此服務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及汽車零部件市場客戶在當地的組裝工廠。
應惠普邀請擴建中國威海的生產設施。

增長動力

十一個已投產的主要工業園：三個位於深圳、兩個位於威海，並於蘇州、中山、重慶、武漢、海防（越南）及
墨西哥各有一個工業園。

業務規模

公司簡介



1.模具設計及生產
在客戶產品開發過程中，擔任設計及研發模具的
角色。
由本集團負責生產及檢測模具。
在模具製成後，向客戶收取設計及生產模具的費
用。雖然模具的擁有權已轉移給客戶，但是已製
成的模具會繼續寄存於本集團廠房，用作日後製
造大量的零部件。

3. 將零部件組裝成半製成品
通過高精密激光焊接及其他組裝工序把不同零部
件組裝成結構件半製成品以及製成品。

金屬沖壓模具

金屬沖壓零部件 塑膠注塑零部件車床加工產品
(主要用作送紙軸)

製成品

2. 運用已製成的模具生產零部件
運用寄存於本集團廠房的已製成模具大量生產零
部件。

塑膠注塑模具

結構件半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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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

模具概念及設計

4. 將半製成品最終組裝成製成品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通過高精密激光焊接及其他組裝工序把不同結構
件半製成品組裝成製成品。



模具有「工業之母」的稱譽
產品從模具複製出來。
模具的品質對產品的品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生產尺寸準確至1/100毫米的產品，便需要準確度達1/1,000毫米的模具。
需要精湛的工程技術、經驗累積和科技。

縮短產品交付期
使用高品質模具可有效減少不良品，免除因使用低質素模具所帶來的調整或修理工序。
由於產品週期不斷加快，因此快速的產品交付期是製造高科技及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先
決條件。

有別於其他採用低技術的加工製造商
本集團是國內少數能製造高精密模具的高科技公司之一，生產技術可媲美如日本、德國等國際模
具製造商。

自動化生產提升效率
本集團在生產線引入創新自動化方案，以精簡人員及降低成本。
透過自動化減少人為錯誤，大幅提升效率及降低產品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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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領先技術



精密度達0.005毫米的高精密
金屬沖壓模具。
不良率低於10PPM (即每生產
100萬件零部件僅有少於10件
為不良品)。
模具的生產時間為30-45天
(市場平均則為90至120天)。

金屬沖壓模具及零部件

製造厚度僅為0.2毫米的薄壁塑
膠產品之模具。
製造高精密塑膠齒輪之模具。
能製造用於卷紙和圖像形成的
低重量及高精密塑膠輥。
模內裝飾和環保的熱流道技術。

塑膠注塑模具及零部件

主要用於卷紙器的高精密軸。
直徑公差少於0.02毫米。
能有效地同時進行多項車床加
工工序。
能製造以不同材料，如鋁，塑
膠及鋼材合成的軸類產品。

車床加工零部件

產品特性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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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領先技術(續)



自行研發的自動系統使組裝工序自動化。
與人手組裝比較，其產品交付期加快40%。
大大降低勞工成本。
自動化組裝對於生產汽車的高強度結構件和精密設備來說是必要的。

普遍用於航空及名貴跑車行業。
低溫焊接可減少焊接過程中的過度熔化及變形，從而減少再加工的需
要。
集中的激光束使焊接面積減少至低於0.2毫米，受熱範圍小，適合處理
高精密零部件。

產品 產品特性

自行研發具有內置紅外線系統的裝置以測試尺寸準確度。
能夠偵查出少於0.01毫米的誤差。
大大降低不良品比率，減少人手檢測所引致的誤差。
與人手檢測比較，其產品檢測時間加快70%。

電腦化檢測工具

激光焊接

自動化組裝

業界領先技術(續)



客戶為國際知名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有者，他們均以對產品質素要求甚
高而聞名。

客戶群包括領導市場的所有主要品牌。

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中擁有穩固的地位

在設計新產品的過程中，客戶需要本集團提供有關實際生產的可行性意見。

本集團已成立一支新的產品開發團隊，並與客戶位於日本的產品設計部門緊密
合作。

通過在產品開發過程初期的介入，鞏固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高度參與更多產品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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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佔有率不斷擴大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的供應鏈目
前非常分散。

市場中其他供應商僅集中生產單一
零部件，而本集團則能夠生產辦公
室自動化設備中大部份的零部件。

透過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提高市場
佔有率。

主要客戶亦有計劃於中國逐步縮減
其內部生產線的規模，並集中向如
億和般值得信賴的供應商增加採購。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億和威海（雙島灣）電子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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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和越南（海防）電子產業園

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

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續)

於國內，本集團的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及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服務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位於華南及華東主要的組裝工廠。

本集團位於越南海防市的工業園於二零一六年底開始投產，以服務辦公室自
動化設備客戶位於越南的組裝工廠。越南工業園的第二期工程於二零一九年
完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獲得新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惠普的邀請，在山東省
威海市興建新工業園。於二零二零年十月，本集團已大致完成由臨時租用的
廠房至自建的新威海工業園的搬遷。威海新工業園已於二零二一年開始全面
營運。

地域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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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況

汽車零部件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相較於二零二零年全球生產總值（「GDP」）下降了3.2% ，預計二零二一年全球GDP將增長
6.0%；二零二零年美國和中國GDP分別下降3.5%和增長2.3% ，而預計二零二一年這兩大經濟體的GDP增長分別為7.0%和
8.1%。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球消費信心逐步恢復，因此，期內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工業園區的汽車零部件業務表現均有顯著
提升。展望未來，社會提倡節能減排低碳環保的理念，新能源汽車勢將成為汽車行業的重要增長引擎；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於二
零二一年七月份公佈，今年上半年中國汽車銷量1289.1萬輛，按年增長25.6%。新能源汽車銷量120.6萬輛，按年增長兩倍。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亦預計，二零二一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量將達240萬輛，按年增長76%，行業增長潛力龐大。

於國內，本集團擁有四個工業園分別營運汽車零部件業務：數碼模重慶汽車產業園、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億和（光明）
精密製造產業園及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致力於服務國內汽車製造商及內銷市場。

我們亦於二零一九年底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開設新工業園，致力於開拓北美的汽車製造商和零部件市場。

墨西哥工業園的第二期廠房亦於二零二零年底開始興建工程。

地域覆蓋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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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 自動化焊接生產線 2,000噸伺服生產線

數碼模重慶汽車產業園

於二零一一年通過收購一家汽車
模具公司而成立。

爭取來自重慶及鄰近城市之汽車
製造商的訂單，如福特、馬自達、
長安、上汽通用五菱、一汽大眾
及長城。

2,000噸全自動伺服生產線及自
動化焊接生產線能夠製造出具有
高度安全及防撞標準的汽車高強
度零部件。

汽車零部件(續)



廠房 自動化沖壓生產線 2,700噸伺服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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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汽車零部件(續)

在二零一四年初投入商業生產。

製造高強度車身件所需的模具及零部件，目前主要用於
東風雪鐵龍及東風標緻系列的乘用車。

其他現有及目標客戶包括武漢及周邊地區的汽車製造商，
如長城汽車、東風、本田、雷諾及通用汽車等。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於二零零八年建成，旨在將本集團精密
模具的應用範圍從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擴大至其他產品如汽車等。該產
業園能夠生產各種汽車模具，包括與汽車座椅骨架、排氣系統及其他
高強度零部件有關的模具。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在二零一五年通過內部重組，併入億和的汽車
業務，目標是生產汽車零部件。

兩個工業園定位於服務廣東的汽車市場，該地區擁有許多知名的汽車
製造商及一級供應商，如廣汽、奧迪、佛吉亞及博澤等。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及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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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部件(續)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



沖壓生產線 廠房

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獲其中一名現有汽車客戶的邀請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開設新工業園。

墨西哥新工業園將分階段興建。第一期工程於二零一九年完成並已經投產。廠房位於當地的
Logistik工業園。

許多著名的汽車製造商及跨國一級供應商如寶馬、大眾、奧迪、通用、菲亞特克萊斯勒、博澤、佛
吉亞及海斯坦普等均在聖路易斯波托西州或鄰近州份設有生產基地，因此本集團將取得更多新的訂
單。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開展墨西哥工業園第二期的建築工程，以應付當地供不應求的情況。新建的
第二期廠房佔地約34,000平方米，面積遠超過第一期廠房（建築面積16,000平方米）。

新廠房的建設預計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完工，並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開始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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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部件(續)



國內少數能夠製造高精密及高準
確度模具和具備設計及開發能力
的製造商之一

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及設備

與多間大學訂立在研發方面的戰
略夥伴關係

擁有超過25年行業經驗的
強大管理團隊及經驗豐富的
研發隊伍

多年來保持審慎的財務政策及
有效的現金循環日數1

實施各種成本控制措施及自動
化生產，以優化人手及提高生
產力

擁有成功服務對產品質素要求甚高
的世界級客戶如佳能、富士施樂、
柯尼卡美能達、理光、惠普、東風、
佛吉亞及博澤等之優秀往績

知名客戶邀請本集團在威海、越南
及墨西哥建立新工業園，清楚展示
了本集團與客戶間之長期合作夥伴
關係

獲得主要客戶邀請成立新產品開發
團隊，與客戶位於日本的產品設計
部門緊密合作

自上市以來，一直維持穩定的派息
政策，派息比率約為盈利30%

為提高本集團所有現有股東的每股
收益及淨資產價值，本集團於二零
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從市場回
購12,522,000股股份

獲頒發獎項以表彰我們在履行環境
保護及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

優秀技術

企業管治良好管理

客戶讚譽

附註1：現金循環日數是根據存貨週轉日數與應收賬款週轉日數之總和減應付賬款週轉日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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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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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和蘇州電子產
業園投產，標誌
著本集團跨出廣
東省發展的第一
步

位於中山的新工業
園投產

億和深圳（田寮）
智能終端產業園開
始投產，提供額外
廠房面積發展高科
技及消費類產品市
場

21

在香港聯
交所上市
(股份代
號: 
00838H
K)

成立億和（光明）精
密製造產業園，藉此
將本集團精密模具的
應用範圍，由以往只
專注於辦公室自動化
設備，擴展至汽車、
高科技及消費類電子
產品

收購重慶一家高
科技汽車模具公
司，成為本集團
首個專門發展汽
車市場的生產基
地

成立

開始發展辦公
室 自動化設
備市場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
園投入商業生產，主
力生產汽車零部件

2005 2006 2008 2010 2011 201420121993

重要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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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和越南（海防）
電子產業園於二零
一六年底竣工，為
本集團於中國以外
的首個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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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模墨西哥 (SLP)
汽車產業園及億和
越南（海防）電子
產業園第二期投產
億和威海（雙島灣）
電子產業園大致完
工

獲其中一名主要汽車客戶的邀請
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開設新
工業園
獲惠普邀請於山東省威海市設立新
工業園
收購因塔思（威海）電子有限公
司

20192016 2017 2020

數碼模墨西哥 (SLP)汽車產業園第二
期廠房開始興建工程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及數碼
模墨西哥 (SLP)汽車產業園均成為特
斯拉的「一級供應商」，開始接收特
斯拉的直接訂單。

202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
收購雙葉金屬（億
和智造）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
為特斯拉的直接訂
單量產

重要里程牌(續)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越南及墨西哥共擁有十一個已投產的主要工業園。同時，本集團正
在於墨西哥興建新生產設施，以進一步拓展歐美市場業務。

億和威海（雙島灣）電子產業園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

億和深圳（田寮）智能終端產業園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數碼模重慶汽車產業園 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

億和威海（因塔思）電子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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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積：
1.7萬平方米
(第一期)
土地面積：
8.3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7.9萬平方米
(第一期)
土地面積：
34.9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8.7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6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3.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4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5.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5.4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3.1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10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9.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6.5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4.8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2.8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2.1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3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8.2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12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1.2萬平方米
(第一期)
4.6萬平方米
(第二期)
土地面積：
3.7萬平方米

億和越南（海防）電子產業園

工業園

重慶
武漢 威海

蘇州

中山

深圳
墨西哥

越南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00-2020 ISO9001認證 BSI Group

2003-2020 ISO14001認證 BSI Group

2004 優秀供應商獎 東芝

2004 Certificate of Green Activity 佳能

2004-2019 VVV(非常有價值供應商)獎 佳能

2005 化學物品排放管理認可認證 理光

2005 表彰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7 供應商特別改善獎 富士施樂

2007-2010 環保系統證書 柯尼卡美能達

2007-2011 P-DOAZ（零部件零缺陷）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9–2015 品質金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9 傑出供應商獎 通用電氣

2009–2017 E(環境)Q(品質)C(成本)D(納期)顯著貢獻奬 佳能

2009–2017 供應商QCC發表會獎 京瓷

2009–2020 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中國政府

2010 特殊貢獻獎 美的

2010 成品組裝資格認證 京瓷

2011 特定化學物質管理工場監察基準合格證 兄弟

2011–2020 卓越合作夥伴奬 富士施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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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獎項及贊譽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11-2019 企業環保領先大獎 香港工業總會

2011-2019 OHSAS18001認證 BSI Group

2012–2013 特別貢獻獎 佳能

2013–2017 優秀供應商獎 東風

2013-2019 最佳品質獎 東芝

2013 模具供應商認可證書 一汽大眾

2014–2015 優秀供應商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4–2016 優秀供應商獎 佳能

2014 優秀協作單位 東風

2014 組裝技能改善競賽冠軍獎 佳能

2015 改善發表大會–供應商優秀發表獎 富士施樂

2015 感謝信 深圳航天

2016 品質金獎 三星

2016 優秀改善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6 優秀供應商獎 愛普生

2016 A級供應商獎 兄弟

2016-2019 綜合組裝能力邀請賽一等獎 佳能

2016 最佳供應商獎 東芝

2017 感謝狀 -社外組件調達活動 柯尼卡美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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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獎項及贊譽(續)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17 源流保證 -綜合優秀獎 理光

2017 戰略合作夥伴獎 碩方

2017 基礎技能邀請賽獎一等獎 佳能

2017 合作夥伴獎 佛吉亞

2017 最佳納期獎 東芝

2017-2018 優秀供應商獎 佛吉亞

2018 品質表彰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8 品質改善進步獎 山田

2018 匠心獎 九號機器人

2018 參與證書 博澤

2018 採購卓越夥伴 -銅獎 富士施樂

2018 最佳夥伴獎 東芝

2018 優秀協力供應商獎 富士施樂

2018 採購夥伴獎 佳能

2018 年度供應商 -銅獎 盛柏林

2019 合作供應商獎 京瓷

2019 最佳合作獎 神達

2020 最佳供應商獎 九號機器人

2020 聯合創新獎 九號機器人

2020 ISO450001認證 BS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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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獎項及贊譽(續)



截至2021年8月26日止公司已發行股份數目= 1,729,119,800 股

截至2021年8月26日止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股份數目為70,300,000股

27

張傑
及其家族成員

公眾股東42.7% 57.3%

股權架構



資歷管理層 職位

張耀華先生 行政總裁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於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超過25年之營運管理經驗
負責本集團之營運及管理
粵港澳先進製造業產業聯盟主席、深圳市工商業聯合會第八屆執委會副主席，深圳市
機械行業協會執行會長，以及廣東省模具工業協會、深圳市企業聯合會、深圳市企業
家協會及深圳市商業聯合會之副會長
深圳市第六屆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張建華先生 副主席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在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豐富的內部規劃、基建管理和風險監控經驗
負責本集團整體組織建設、基建管理和風險管理工作
曾於深圳稅務部門工作，在國內稅務法規和政府部門溝通方面累積了廣泛的經驗

張傑先生 主席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在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超過25年的市場拓展、戰略規劃及企業管理經驗
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及市場拓展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獲頒發「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獲選為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之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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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勢將隨著Delta變種病毒在全球各國蔓延而出現新階段變化，而越南的本土爆發亦更令人擔憂。於二零二一
年須要克服這些不明朗因素對本集團而言絕非易事，而全球芯片短缺更為業務前景增添更大的挑戰。

為應付各項挑戰，本集團將在營運、投資及融資決策上繼續保持審慎及仔細的態度。

由二零二零年起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持續實施多項策略以提高純利率，包括但不限於透過評估及改善庫存管理、精簡
公司架構以及退出部份低回報項目，從而減少經常性開支。

本集團自二零二零年以來一直減慢資本擴張，未來亦預期採取同樣審慎的方式進行資本擴張。

本集團亦將採取審慎的庫務政策及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表。未來，本集團將減慢資本擴張，目標是降低借貸水平，從而降低融
資成本。本集團亦會密切留意利率趨勢，並參考利率預測以對庫務決策作出必要調整。

縱使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對本集團的長遠發展前景仍然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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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財務資料



0

1,000

2,000

3,000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分部利潤 -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港幣百萬元

按年變動: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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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業績

分部營業額 -
汽車零部件

0

500

1,000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港幣百萬元

按年變動: 
+59.9%

(50)

50

150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港幣百萬元

(50)

50

150

2020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港幣百萬元

分部營業額 -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分部利潤 -
汽車零部件

(1010萬) 

5530萬

(1320萬) 

4840萬



港幣千元計 2021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收入 2,386,869 1,700,320 +40%

銷售成本 (1,900,606) (1,403,822) +35%

毛利 486,263 296,498 +64%

其他收益 17,044 17,087 -0%

其他虧損 - 淨額 (1,048) (20,880) -95%

分銷成本 (133,129) (96,499) +38%

一般及行政費用 (286,851) (242,024) +19%

經營利潤 82,279 (45,818) +280%

財務收益 5,307 5,993 -11%

財務費用 (13,829) (26,429) -48%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90 (2,973) +103%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73,847 (69,227) +207%

所得稅費用 (5,929) 3,473 +271%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利潤 67,918 (65,754) +203%

股息 20,749 -                      

經營活動現金淨流量 156,105 41,245

毛利率 20.4% 17.4%

經營利潤率 3.4% -2.7%

淨利潤率 2.8% -3.9%

派息比率 30.6% N/A

同比變動

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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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份現有客戶的訂單增加，以及本集團在期內努力發
掘新客戶，因此本集團在期內的營業額增加。

期內毛利率增加至20.4%，這主要是由於經濟活動恢復導
致上文所述的訂單增加及生產延誤減少，故而本集團生產
設施使用率上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上述營業額
激增及毛利率上升，本集團錄得經營利潤港幣82,279,000 
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則錄得經營虧損港幣45,818,000元。

因此，本集團錄得淨利潤港幣67,918,000 元，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則錄得淨虧損港幣65,754,000元。

董事會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2 仙，合共港幣20,749,000元。

財務表現


Charts

				2006A		2007A		2008A		2009A		2010A

		Revenue		691.24		952.03		1084.982		1026.097		1703.099

		Gross Profit		221.019		302.657		273.376		204.209		541.598

		Profit attributable to Equity Holders		108.649		153.856		82.578		31.519		302.664

		Net Assets		498.596		930.719		967.056		896.816		159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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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銷成本		(133,129)		(96,499)		+38%

		一般及行政費用		(286,851)		(242,024)		+19%

		經營利潤		82,279		(45,818)		+280%

		財務收益		5,307		5,993		-11%

		財務費用		(13,829)		(26,429)		-48%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90		(2,973)		+103%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73,847		(69,227)		+207%

		所得稅費用		(5,929)		3,473		+271%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利潤		67,918		(65,754)		+203%

		股息		20,749		-

		經營活動現金淨流量		156,105		41,245

		毛利率		20.4%		17.4%

		經營利潤率		3.4%		-2.7%

		淨利潤率		2.8%		-3.9%

		派息比率		30.6%		N/A

		Estimated Sales by Destined Markets

		Destined for Exports		0.57		0.57

		Destined for Domestic Market		0.43		0.43

		Total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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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循環日數為25日。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淨負債對股本比率為13.8%。

除了二零二零年由於錄得虧損，沒有派發中期股息之外，多年來派息比
率穩定，正常派息比率維持於純利約30%。

二零一九年派息比率提高至 118.5%，這是由於本集團為慶祝上市 15 週
年而宣佈派發特別股息所致。

附註1: 現金循環日數是根據存貨周轉日數與應收賬款周轉日數之總和減應付賬款周轉日數計算。

附註2: 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乃根據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之總和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租
賃負債並不包括廠房和辦公物業的未來租金。該等租金並未發生，但根據新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16「租賃」被視同為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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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和意見乃根據本集團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本集團 並不就此等內容
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任何保證，而本集團亦不保證此等資料準確 無誤。本報告的作用純粹為提供
資訊，同時本報告亦不構成本集團對投資者買進或賣出股票 的投資意見。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
者不應依賴本報告中所包含的資訊，並應自 行作出投資決定。只有擁有足夠知識和經驗的投資者才可考慮對
本集團作出投資。其他人士 不應因依賴本報告而作出任何行動。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李曉嵐女士

電話: +852 2620 6488

電郵: joycelee@eva-group.com

傳真: +852 2191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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