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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林偉華（主席）

黃邦俊

戴成雲

張榮祥

非執行董事
宋貝貝（自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由

 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錦光

葉祖亭

香啟誠

公司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
劉範儒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

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35樓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主要辦事處
香港

新界葵涌

永業街1至3號

忠信針織中心2樓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香港法律顧問
摩根路易斯律師事務所

香港

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公爵大廈

19樓1902–09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比利時聯合銀行

瑞穗銀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trul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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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794,336 11,031,458 -2.1%

毛利 1,069,900 1,321,008 -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560,422 665,473 -15.8%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1,622,106 1,748,911 -7.3%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7.05 20.23 -15.7%

每股股息（港仙）

 — 中期 5 5 –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毛利率及純利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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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794,366 11,031,458
銷售成本 (9,724,466) (9,710,450)
    

毛利 1,069,900 1,321,008
其他收入 159,239 104,608
其他損益 31,863 15,741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於損益以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未變現虧損淨額 (1,110) (3,580)
行政費用 (238,092) (195,217)
分銷及銷售費用 (231,833) (225,317)
財務費用 4 (176,376) (185,78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6,460 50,009
    

稅前溢利 620,051 881,463

所得稅開支 5 (92,037) (157,477)
    

本期間溢利 6 528,014 723,98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512,981) 121,434

分佔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196) 1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513,177) 121,45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4,837 84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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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60,422 665,473
非控股權益 (32,408) 58,513
    

528,014 723,986
    

以下應佔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1,213 775,597
非控股權益 (46,376) 69,841
    

14,837 845,438
    

每股盈利 8
 基本 — 港仙 17.0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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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5,063,432 16,217,398
使用權資產 987,838 1,063,958
無形資產 – –
商譽 587,837 587,83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93,916 614,152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0 3,423 4,533
遞延稅項資產 54,810 56,543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訂金 12,975 28,327
租賃按金 80,005 80,711
    

17,384,236 18,653,459
    

流動資產
存貨 3,826,790 4,231,207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697,828 4,634,259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 12 837,523 534,847
可收回稅項 30,976 26,657
受限制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2,119,340 1,652,915
    

10,512,457 11,07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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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8,362,623 9,607,792
合約負債 358,078 614,975
稅項負債 156,416 137,469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5,402,094 5,461,419
應付債券 350,794 371,996
結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697,938 679,515
租賃負債 121,956 143,652
衍生金融工具 – 584
    

15,449,899 17,017,402
    

流動負債淨額 (4,937,442) (5,937,5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446,794 12,715,942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688,235 655,087
其他應付款項 29,283 95,380
租賃負債 97,976 156,509
遞延稅項負債 146,976 149,457
    

962,470 1,056,433
    

資產淨值 11,484,324 11,659,5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65,561 65,785
股份溢價及其他儲備 11,088,013 11,216,5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153,574 11,282,383
非控股權益 330,750 377,126
    

權益總額 11,484,324 11,65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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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外匯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628,517 1,849,131 5,431,154 9,371,885 1,103,501 10,475,386
            

本期間溢利 – – – – – – 665,473 665,473 58,513 723,98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10,106 – – 110,106 11,328 121,434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8 – – 18 – 1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110,124 – – 110,124 11,328 121,45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0,124 – 665,473 775,597 69,841 845,43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 – – – 55 901 – 956 (4,596) (3,64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738,696 1,850,032 6,096,627 10,148,438 1,168,746 11,317,184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712,525 712,525 (5,857) 706,66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248,710 – – 248,710 (2,133) 246,577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919 – – 919 – 91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 249,629 – – 249,629 (2,133) 247,496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249,629 – 712,525 962,154 (7,990) 954,164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 – – – 5,857 (204,001) 534,396 336,252 (1,084,737) (748,485)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301,107 301,107
已宣派股息 – – – – – – (164,461) (164,461) – (164,461)
轉讓 – – – – – 46,445 (46,445) – –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994,182 1,692,476 7,132,642 11,282,383 377,126 11,659,509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560,422 560,422 (32,408) 528,014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499,013) – – (499,013) (13,968) (512,981)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96) – – (196) – (19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499,209) – – (499,209) (13,968) (513,177)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499,209) – 560,422 61,213 (46,376) 14,837
購回股份 (224) (25,444) – 107 – – – (25,561) – (25,561)
已宣派股息 – – – – – – (164,461) (164,461) – (164,46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561 1,369,997 990 974 494,973 1,692,476 7,528,603 11,153,574 330,750 11,48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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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外匯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628,517 1,849,131 5,431,154 9,371,885 1,103,501 10,475,386
            

本期間溢利 – – – – – – 665,473 665,473 58,513 723,98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10,106 – – 110,106 11,328 121,434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8 – – 18 – 1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110,124 – – 110,124 11,328 121,45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0,124 – 665,473 775,597 69,841 845,43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 – – – 55 901 – 956 (4,596) (3,64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738,696 1,850,032 6,096,627 10,148,438 1,168,746 11,317,184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712,525 712,525 (5,857) 706,66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248,710 – – 248,710 (2,133) 246,577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919 – – 919 – 91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 249,629 – – 249,629 (2,133) 247,496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249,629 – 712,525 962,154 (7,990) 954,164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 – – – 5,857 (204,001) 534,396 336,252 (1,084,737) (748,485)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301,107 301,107
已宣派股息 – – – – – – (164,461) (164,461) – (164,461)
轉讓 – – – – – 46,445 (46,445) – –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994,182 1,692,476 7,132,642 11,282,383 377,126 11,659,509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560,422 560,422 (32,408) 528,014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499,013) – – (499,013) (13,968) (512,981)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96) – – (196) – (19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499,209) – – (499,209) (13,968) (513,177)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499,209) – 560,422 61,213 (46,376) 14,837
購回股份 (224) (25,444) – 107 – – – (25,561) – (25,561)
已宣派股息 – – – – – – (164,461) (164,461) – (164,46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561 1,369,997 990 974 494,973 1,692,476 7,528,603 11,153,574 330,750 11,484,324
            

附註：

(a) 特別儲備指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而發行之股份面值兩者間之差額。

(b) 其他儲備包括：(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法定盈餘儲備及企業發展儲備。根據

中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中國法定賬目內呈報之純利若干百分比須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及企業發展儲備，該

百分比乃由此等公司之董事會酌情決定。法定盈餘儲備可抵銷累計虧損，而企業發展儲備則可用於擴展生產設施或

增加註冊資本；及 (ii)自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權或視作出售附屬公司股權而不致失去控制權產生

之金額，相當於已付或已收取代價與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調整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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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000,059 3,695,28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09,930) (324,014)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訂金 (12,975) (894)

存放受限制銀行存款 (1,089,994) (254,167)

解除受限制銀行存款 809,383 353,212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9,274 3,050
   

(594,242) (222,81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6,472,406) (6,345,393)

購回股份付款 (25,561)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 (12)

償還租賃負債 (71,893) (60,755)

已付股息 (164,461) –

新增銀行及其他借款 4,641,496 3,338,820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175,746) (169,132)
   

(2,268,571) (3,236,4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137,246 235,99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08,068 1,034,982

匯率變動之影響 75,315 20,92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1,420,629 1,291,89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已重新分類若干比較數據，以便與本期間呈報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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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倘適用）。

除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而新增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其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COVID-19相關

 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繁重合約 — 履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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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集中於不同類別

產品之銷售。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支銷。因此，本集團目前分為兩個經營分類，即

銷售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及電子消費產品。各經營分類之資料如下：

液晶體顯示器產品 — 製造及分銷液晶體顯示器及觸控屏產品

電子消費產品 — 製造及分銷電子消費產品（例如微型相機模組、指紋識別

 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液晶體

顯示器產品

電子

消費產品 分類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銷 8,908,851 1,885,515 10,794,366 – 10,794,366

分類間銷售 – 198,545 198,545 (198,545) –
      

8,908,851 2,084,060 10,992,911 (198,545) 10,794,366
      

業績

分類業績 781,710 25,756 807,466 (9,292) 798,174

財務費用 (176,376)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6,460

未分配開支 (8,207)
 

稅前溢利 6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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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液晶體

顯示器產品

電子

消費產品 分類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銷 7,984,171 3,047,287 11,031,458 – 11,031,458

分類間銷售 – 162,039 162,039 (162,039) –
      

7,984,171 3,209,326 11,193,497 (162,039) 11,031,458
      

業績

分類業績 892,906 140,398 1,033,304 (7,588) 1,025,716

財務費用 (185,78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0,009

未分配開支 (8,473)
 

稅前溢利 88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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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76,376 185,789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兩個期間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於中國及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所得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四間中國附屬公司獲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由二零二

零年或二零二一年開始三年間可享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向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控股公司分派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溢利須按5%至10%之適用稅率繳納中國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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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2,400 1,79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8,074,479 8,262,111

以下各項之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9,291 647,670
 使用權資產 36,388 33,9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908 1,571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1,202 2,29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071,071 953,013
其他稅項 38,962 47,527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股息：

 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5港仙（二零二零年：無） 164,461 –
   

建議股息：

 建議期內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5港仙（二零二一年：5港仙） 164,461 16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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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盈利 560,422 665,473
   

股份數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87,149 3,289,229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目已就中期期間購回股份而調整。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均並無重大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合共338,25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13,471,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總值為4,23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90,000港元），現金代價為32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19,000港元），導致出售虧損3,90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57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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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香港上市之權益股份（附註） 3,423 4,533
   

附註： 該等投資指於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之股本權益，該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並按公平價值列賬。上市股

本證券之公平價值乃按有關證券交易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釐定。於本中期期間，已確認公平價值虧損

1,11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價值虧損3,580,000港元）。

11.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項 4,100,184 4,782,694

減：信用損失撥備 (674,246) (678,907)
   

3,425,938 4,103,78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51,895 611,183

減：信用損失撥備 – –
   

351,895 611,183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777,833 4,714,970

減：非流動資產所示租賃按金 (80,005) (80,711)
   

流動資產所示款項 3,697,828 4,63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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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日之應收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減信用損失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2,363,667 – 2,363,667 3,052,566 – 3,052,566

61至90日 558,147 – 558,147 642,372 – 642,372

超過90日 504,124 – 504,124 408,849 – 408,849
       

3,425,938 – 3,425,938 4,103,787 – 4,103,787
       

信用損失撥備變動：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報告期初結餘 678,907

就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已減除撥回減值虧損）及新增金融資產 (1,517)

撇銷為無法收回的金額 (3,144)
  

報告期末結餘 67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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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項 358,856 294,458

應收票據 478,667 240,389
   

837,523 534,847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264,790 400,794 665,584 290,429 111,980 402,409

61至90日 56,800 67,814 124,614 3,972 91,658 95,630

超過90日 37,266 10,059 47,325 57 36,751 36,808
       

358,856 478,667 837,523 294,458 240,389 53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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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賬項 應付票據 合計 應付賬項 應付票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2,811,623 842,722 3,654,345 4,404,430 814,622 5,219,052

61至90日 654,542 240,903 895,445 444,891 266,833 711,724

超過90日 992,788 937,167 1,929,955 768,547 1,246,702 2,015,249
       

4,458,953 2,020,792 6,479,745 5,617,868 2,328,157 7,946,025
       

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

 銀行貸款 475,788 771,735

無抵押：

 銀行貸款 4,368,460 3,633,689
 具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 68,489
 信託收據貸款 851,813 959,989
 其他貸款 394,268 682,604
   

6,090,329 6,11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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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銀行及其他借款（續）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借款約4,641,49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338,820,000港元）。所得款項用作償還銀行借款、為日常業務營
運撥資以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包括為數約4,547,24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62,608,000港元）之定息借款，實際年利率介乎1.65%至7.13%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3%至7.13%）（亦相當於合約利率）。本集團之其餘借
款均為浮息借款，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

敦銀行同業拆息」）或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佈的貸款基準利率（「貸款基準利率」）加

若干基點計息。利息主要於每月重定，實際年利率介乎1.68%至7.28%（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61%至4.85%）。

已重新分類若干比較數據，以便與本期間呈報方式一致。

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5,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289,229,398 65,785

 已購回及註銷股份 (11,220,000) (22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278,009,398 6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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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支出 217,672 308,121
   

17. 關連人士交易
(i) 期內，本集團與聯營公司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聯營公司 交易性質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信利（惠州）智能顯示 

 有限公司 

 （「信利惠州」）

銷售 – 30,738

採購 – 553,521

利息收入 – 16,602

租金收入 – 60

信利（仁壽）高端

 顯示科技有限公司

 （「信利仁壽」）

銷售 296 5,509

採購 1,020,159 677,930

公共事業開支 6,833 6,475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訂立協議收購信利惠州約16.77%權益。信

利惠州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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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關連人士交易（續）
(ii) 本期間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8,835 7,749

離職後福利 50 56
   

8,885 7,805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18.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
按經常基準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以公平價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

此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之資料（尤其是估值技術及所使用之輸入數據），以

及公平價值等級（據此，公平價值計量乃按可觀察之公平價值計量輸入數據程度分類（第

1至第3級））。

• 第1級公平價值計量乃基於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中之報價（未經調整）而得出；

• 第2級公平價值計量乃按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基於價格計算）觀

察所得輸入數據（第1級所述報價除外）而得出；及

• 第3級公平價值計量乃使用包括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

可觀察之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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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按經常基準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公平價值 公平
價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 於香港上市之權益股份

資產
 — 3,423,000港元

資產

 — 4,533,000港元

第1級 於活躍市場所報之買入價

外匯遠期 負債
 — 0港元
資產
 — 0港元

負債

 — 584,000港元

資產

 — 0港元

第2級 現金流量折現法

主要輸入數據為外匯即期

 利率及遠期利率以及

 利率曲線。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

 列賬之應收賬項

資產
 — 837,523,000港元

資產

 — 534,847,000港元

第2級 現金流量折現法

主要輸入數據為市場利率。

     

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列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價值相若。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20.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475,788,000港元以信利惠州賬面值為

564,078,000港元之樓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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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智能手機元件部件製造商及全球頂級自動化顯示屏供應商之一。本集團之主

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 (i)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包括觸控屏產品）及 (ii)電子消費產品（包括微型相機

模組、指紋識別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地緣政治風險、通脹及利率上漲的背景下，全球經濟

環境仍具挑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內地多個城市頻發，對本集團的供應鏈管理構成挑戰。

本集團管理層堅持為防疫工作進行周密安排及部署。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107.9億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

2.1%，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按年下跌7.9%，而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尤其是車載、工

業、醫療及物聯網相關產品）持續增長，按年上升4.6%。鑒於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競爭仍然

激烈及中高端手機市場不佳的局面，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減少

至9.9%，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2.1%。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收益約為107.94億港元，較二零

二一年同期減少約2.1%或約2.37億港元。收益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智能手機相關銷售額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毛利約為10.70億港元，而毛利率則約為9.9%，分別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

約19%及2.1%。毛利及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若干智能手機相關產品的平均售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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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其他收入約為1.592億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52.2%或約54.6百萬

港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收到政府補助約1.238億港元，但於二零二一年同期則僅

收到69.6百萬港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其他收益及虧損為其他收益淨額約31.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

15.7百萬港元）。本期間其他收益淨額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錄得之匯兌收益淨額約38百萬港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17百萬港元）。

行政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費用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22%或約

42.9百萬港元至約2.381億港元。本期間行政費用增加主要由於 (i)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初信利（惠

州）智能顯示有限公司（「信利惠州」）進行業務合併；及 (ii)薪金及津貼增加。

分銷及銷售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銷及銷售費用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2.9%

或約6.5百萬港元至約2.318億港元。本期間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貨運運價增

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15.8%至約5.604億港元，主要由於毛

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同期的12.0%減少至本期間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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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展望二零二二年下半年，預期全球經濟將持續復甦，由於競爭激烈，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仍

充滿挑戰，而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將保持相對穩定。管理層將緊跟顯示屏市場的發展及供

應鏈變化、行業科技升級並與客戶保持密切聯繫，提供高質量和合適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實

現業務增長，並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重大投資、收購、資產及負債
投資聯營公司信利（仁壽）高端顯示科技有限公司（「信利仁壽」）
信利仁壽已於二零一八年完成於仁壽縣興建第五代TFT-LCD廠房。所有機器安裝於二零二零年

完成，於二零二零年底開始全面試運行，並在二零二一年進入量產。

本集團擁有信利仁壽約7.1%股權。信利仁壽入賬列作本集團的聯營公司，此乃由於自信利仁

壽於二零一七年註冊成立起首十年本集團獲授67.1%的重大投票權，故本集團對信利仁壽擁有

重大影響力。因此，信利仁壽的業績、資產及負債利用權益會計法綜合計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

報表。

有關成立AMOLED合資公司之主要交易之最新消息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電子有限公司訂立

AMOLED合資協議，內容有關於中國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成立AMOLED合資公司，作為

AMOLED項目之項目公司。AMOLED合資公司之投資總額將為人民幣279億元，第六代

AMOLED生產設施將會建成。本集團將就13.3%股權注資人民幣20億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之公告「主要交易 — 成立AMOLED合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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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入通函內之若干資料，通函寄發日期已進一步延至二零二二

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告「進一步延

遲寄發通函 — 有關主要交易 — 關於成立AMOLED合資公司」。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資產減少約18.367億港元，負債則減少約16.615億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租賃負債、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款（經扣除受限制銀

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45.42億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1.36億港元），

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借款淨額減少約12%或5.94億港元。此等借款乃根據現行市

場利率計息，其到期狀況載於財務報表內。此等借款之非即期部分於五年內到期。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49.37億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額約59.38億港元），而流動比率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0.65

倍上升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0.68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額減少，主

要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削減債務及新資本支出、實施若干成本控制措施及獲得客戶及供應商合

作。管理層將繼續改善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受限制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21.19億港元，並

有充足的尚未運用銀行備用額。本集團營運資金主要以其營運所產生內部現金流量及金融機構

授出之銀行備用額撥付。按計息債務總額（經扣除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及銀行結存）計算之資

本負債比率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6%下跌至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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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重大收購及出售
(1) 收購主要聯營公司信利惠州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訂立該協議，以收購信利惠州約16.77%權益，現

金代價為人民幣4.50億元（相當於約550,350,000港元），其中人民幣0.50億元（相當於約

61,150,000港元）已於二零二一年結清，而餘下人民幣4.00億元（相當於約489,200,000

港元）將於二零二二年內分兩期結清。收購事項完成後，信利惠州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

資附屬公司，並由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之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約

76.5%及約23.5%股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

公告。

(2) 可能收購信利仁壽之股權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與有關人士就本集團可能向仁壽集

安一號有限合夥收購信利仁壽的額外股權進行磋商。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公告。

除上述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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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475,788,000港元乃以信利惠州賬面值為564,078,000

港元之樓宇作抵押。

一般事項
本集團現時之訂單狀況穩建。

僱員及薪酬
現時約有16,200名工人及僱員受聘於本公司位於中國之工廠，以及大約100名員工受聘於本集

團香港辦事處。本期間員工總成本約為10.71億港元。

於本期間，本公司尚未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支出承擔約為

2.18億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如有匯率波動風險，則會考慮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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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已議決以現金支付方式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

派本期間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二零二一年：5港仙）。預期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向股東派付。

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

或以其他方式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之資料，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擁有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之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林偉華 實益擁有人 1,441,852,000 43.91

由配偶持有（附註1） 74,844,000 2.28
   

1,516,696,000 46.19

黃邦俊 由配偶持有（附註2） 1,650,000 0.05

宋貝貝 實益擁有人 2,310,000 0.07

戴成雲 實益擁有人 202,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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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續）
好倉（續）
(b) 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註冊資本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信利光電」）（附註3）

董事姓名 身份 提供註冊資本

佔信利光電之

繳足註冊資本

百分比

（人民幣） %
    

林偉華 實益擁有人 1,043,460 0.28

黃邦俊 實益擁有人 2,590,120 0.70

張榮祥 實益擁有人 324,020 0.09
    

附註：

1. 林偉華被視為擁有74,844,000股由其配偶鍾琼綺實益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2. 黃邦俊被視為擁有1,650,000股由其配偶黎清梅實益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3.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之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3,283,285,398。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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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參與

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董事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主要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林偉華擁有之權益外，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保存之主

要股東登記冊所顯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有關權益。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已發

行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Ruan, David Ching-Chi(1) 受控法團權益 (2) 197,716,000 6.02%

睿思資本有限公司 (1) 投資管理人 (2) 197,716,000 6.02%
    

附註：

(1) 彼╱其亦於本公司37,676,000股普通股中擁有非上市衍生工具權益。

(2) 以下為Ruan, David Ching-Chi所持本公司權益詳情：

股份權益總額

受控法團名稱 控股股東名稱 受控百分比 間接權益
    

睿思資本有限公司 Ruan, David Ching-Chi 45.6% 197,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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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日概不會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有權獲派中期股息的記錄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為符合資格獲

派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

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股本中

合計11,22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的普通股，已付代價總額（扣除開支前）達25,759,560港

元。合計5,944,000股股份於本期間已由本公司註銷。餘下5,276,000股股份於二零二二年七月

二十五日註銷。

股份購回詳情如下：

已購回 每股購買價 代價總額

日期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扣除開支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二年五月 5,944,000 2.24 1.92 12,876,660

二零二二年六月 5,276,000 2.54 2.19 12,882,900

董事認為，有關購回將提升每股盈利並增加股東應佔每股資產淨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35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續）

標準守則
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並無資料合理顯示董事於回顧期間未有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成立審核委員會，以便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財務申報事宜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委員

會主席）、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組成。彼等每年最少召開四次會議。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信納該等財

務報表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而編製。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我們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重大偏離除外：

— 守則條文第C.2.1條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並未區分，由同一人（林偉華先生）同時兼任。董事會相信，此架

構將使本公司於制定業務戰略及執行業務計劃時能夠實現較高效率及效益。董事會將定

期舉行會議，以考慮影響本公司運作之重大事宜。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導致董事會

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之權力及授權失衡。

— 守則條文第F.2.2條
主席因自二零二零年二月起留於本集團之汕尾工廠而未有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二十六日在香港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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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續）
— 守則條文第C.1.6條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因之前的業務承擔而未有出席本公司於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 守則條文第B.2.4(a)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B.2.4(a)條規定，若董事會內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在任超過九

年，則應在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隨附的致股東通函及╱或說明函件中披露每名在任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姓名及任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擔任獨立非執

行董事超過九年。本公司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之通函中披露葉祖

亭先生之任職年份，惟基於誤解守則條文第B.2.4(a)條僅開始適用於本公司就省覽及採納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相關

通函，而未有披露所有連任多年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姓名及任期。就此，本公司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補充公告以披露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

報告期後事件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及直至本報告之日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之其

他重要事件。

刊發中期報告
本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於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truly.com.hk 刊登。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