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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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發表的任何意
見的準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199300005H

（香港股份代號：1151）
（新加坡股份代號：E16.SI）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告乃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9(6)條而刊發。本公告原以英文編
製。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公告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的有關條例編製。本公告所
載財務資料乃根據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並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
審慎行事。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就本集團商機及業務前景的
目標及展望的預測及前瞻性陳述。該等前膽性陳述並不構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的
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者
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客戶與
合作伙伴以及政府及政策的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本公告所載的任何
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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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80,221 280,119 n/m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36,844 37,484 -1.7%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率 13.1% 13.4%
稅前溢利 13,563 17,237 -21.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10,831 14,850 -27.1%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5.79美仙 7.94美仙 -27.1%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資產淨值 2.21美元 2.19美元 0.9%
淨負債比率 23.3% 20.5%

n/m －百分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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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第二季度（「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及六個月（「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41,564 148,268 -4.5% 280,221 280,119 0.0%
銷售成本 (126,296) (132,657) -4.8% (251,833) (248,212) 1.5%

毛利 15,268 15,611 -2.2% 28,388 31,907 -11.0%
毛利率 10.8% 10.5% 10.1% 11.4%
其他經營收入及收益 711 960 -25.9% 1,620 1,381 17.3%
分銷及銷售開支 (2,371) (2,420) -2.0% (4,631) (4,859) -4.7%
行政開支 (4,961) (5,240) -5.3% (10,448) (10,230) 2.1%
其他經營開支及虧損 (60) (177) -66.1% (113) (282) -59.9%
融資成本 3 (779) (384) 102.9% (1,253) (680) 84.3%

除稅前溢利 7,808 8,350 -6.5% 13,563 17,237 -21.3%
所得稅開支 4 (1,107) (575) 92.5% (2,404) (2,149) 11.9%

期內溢利 6,701 7,775 -13.8% 11,159 15,088 -26.0%

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581 7,625 -13.7% 10,831 14,850 -27.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0 150 -20.0% 328 238 37.8%

6,701 7,775 -13.8% 11,159 15,088 -26.0%

每股盈利（美仙） 6
－基本及攤薄 3.52 4.08 -13.7% 5.79 7.9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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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72 10,305 10.4% 22,005 19,535 12.6%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n/m 82 82 n/m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備回撥） 320 (164) -295.1% 641 (114) -662.3%
陳舊存貨撥備 165 60 175.0% 1,549 196 690.3%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6,701 7,775 -13.8% 11,159 15,088 -26.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99 (441) -122.4% 79 (152) -152.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扣除稅項） 99 (441) -122.4% 79 (152) -15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800 7,334 -7.3% 11,238 14,936 -24.8%

全面收益總額
 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680 7,184 -7.0% 10,910 14,698 -25.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0 150 -20.0% 328 238 37.8%

6,800 7,334 -7.3% 11,238 14,936 -24.8%

n/m － 百分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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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830 25,077 86 98
 貿易應收賬款 9 179,646 186,477 — —
 應收票據 9 427 1,148 — —
 其他應收賬款 22,911 13,294 28 7
 預付土地使用權 399 399 — —
 存貨 10 46,953 39,631 — —

流動資產總值 271,166 266,026 114 105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33,322 335,141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2,285 12,367 — —
 購買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8 7,339 8,398 — —
 投資物業 104,554 104,554 — —
 附屬公司 — — 474,526 474,747
 遞延稅項資產 39 39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57,539 460,499 474,526 474,747

總資產 728,705 726,525 474,640 474,85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66,208 55,353 — —
 貿易應付賬款 11 150,297 150,176 — —
 應付票據 11 12,967 15,442 — —
 其他應付賬款 24,250 31,418 4,435 4,385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255,319 247,163
 合約負債 1,690 679 — —
 稅項撥備 4,073 5,095 — —

流動負債總額 259,485 258,163 259,754 251,54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50,947 53,850 — —
 遞延稅項負債 3,403 3,403 — —
 遞延收入 1,162 1,162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55,512 58,415 — —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股東權益
 股本 13 113,880 113,880 113,880 113,880
 儲備 287,542 284,109 101,006 109,42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401,422 397,989 214,886 223,3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286 11,958 — —

權益總額 413,708 409,947 214,886 223,304

負債及權益總額 728,705 726,525 474,640 47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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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外幣

匯兌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i） （附註ii） （附註iii） （附註iv）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20,819 12,807 402,219 12,166 414,385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6,581 — 6,581 120 6,701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99 99 — 9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 — — — — — — 99 99 — 99

 總計 — — — — — 6,581 99 6,680 120 6,800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7,477) — (7,477) — (7,477)

 總計 — — — — — (7,477) — (7,477) — (7,4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19,923 12,906 401,422 12,286 413,708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7,570 14,498 397,540 11,430 408,970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7,625 － 7,625 150 7,77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441) (441) － (44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 － － － － － (441) (441) － (441)

 總計 － － － － － 7,625 (441) 7,184 150 7,334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總計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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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外幣

匯兌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i） （附註ii） （附註iii） （附註iv）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16,569 12,827 397,989 11,958 409,947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10,831 — 10,831 328 11,15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79 79 — 7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 — — — — — — 79 79 — 79

 總計 — — — — — 10,831 79 10,910 328 11,238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7,477) — (7,477) — (7,477)

 總計 — — — — — (7,477) — (7,477) — (7,4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19,923 12,906 401,422 12,286 413,708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345 14,209 390,026 11,342 401,368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14,850 － 14,850 238 15,08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52) (152) － (15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 － － － － － (152) (152) － (152)

 總計 － － － － － 14,850 (152) 14,698 238 14,936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總計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本公司優先購股權儲備轉撥的金額。

(ii) 法定儲備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泰國經營的附屬公司根據中國及泰國的法律規定就
股息宣派而撥出的金額。

(iii) 本集團的重估儲備指因本集團若干物業由自用物業轉撥至投資物業而作出重估所得的收益。

(iv) 計入其他儲備的金額指非控股股東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代價的公平值及其應佔附屬公司額
外權益資產淨值賬面值的差額，並將於出售該附屬公司或該附屬公司出售資產後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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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7,066 222,862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499) (499)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7,477) (7,4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090 214,886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20,732 236,528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331) (331)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4,954)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107,508 223,304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941) (941)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7,477) (7,4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090 214,886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120,996 236,792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595) (595)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4,954)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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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7,808 8,350 13,563 17,237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備回撥） 320 (164) 641 (114)
 融資成本 779 384 1,253 68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372 10,305 22,005 19,535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82 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收益） 24 (77) 23 (85)
 陳舊存貨撥備 165 60 1,549 196
 利息收入 (27) (21) (59) (50)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
 之經營收入 20,482 18,878 39,057 37,481

存貨增加 (3,706) (1,068) (8,871) (2,58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 (15,567) (27,859) (7,240) (21,46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減少） 221 7 (4,146) 989

經營業務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1,430 (10,042) 18,800 14,418
已收利息收入 27 21 59 50
已付利息 (666) (425) (1,253) (787)
已付所得稅 (1,395) (602) (2,628) (2,092)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604) (11,048) 14,978 1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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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投資業務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得款項 47 110 137 194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911) (8,227) (13,864) (30,370)
所付訂金 (1,820) (87) (6,369) (4,247)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684) (8,204) (20,096) (34,423)

融資業務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4,134 27,211 25,072 40,600
償還銀行借款 (6,000) (343) (17,120) (9,075)
本公司支付股息 (7,477) (14,954) (7,477) (14,954)

融資業務所得
 之現金淨額 657 11,914 475 16,57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減少淨額 (2,631) (7,338) (4,643) (6,26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285 27,197 25,077 25,985
外幣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
 現金結餘之影響淨額 176 160 396 29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830 20,019 20,830 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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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加坡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公佈：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3號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及本公司會計政策有所
變動，亦不會對目前或過往財政期間呈報的數字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源於兩個單獨的報告及經營分部，即：(i)製造及分銷印刷線路板（「印刷
線路板」）；及(ii)物業投資。此等分部乃根據符合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
製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審閱的內部管理報告而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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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分銷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76,144 4,077 280,221

分部業績 11,151 3,353 14,50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941)

除稅前溢利 13,563

製造及分銷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98,731 105,227 — 703,958
未分配資產 — — 29,112 29,112

綜合資產總值 733,070

負債
分部負債 (304,806) (7,080) — (311,886)
未分配負債 — — (7,476) (7,476)

綜合負債總額 (3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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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分銷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75,873 4,246 280,119

分部業績 14,174 3,658 17,83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95)

除稅前溢利 17,237

製造及分銷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65,383 114,096 － 679,479
未分配資產 － － 20,019 20,019

綜合資產總值 699,498

負債
分部負債 (287,152) (7,560) － (294,712)
未分配負債 － － (3,436) (3,436)

綜合負債總額 (29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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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1,412 787
減：撥充資本金額 (159) (107)

1,253 680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94 1,529
 香港所得稅 310 83

2,404 1,612
遞延稅項 － 537

2,404 2,149

 本集團須繳納其溢利產生的經營地點的稅項。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
之適用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並無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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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項目計算：

盈利 盈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的盈利 6,581 7,625 10,831 14,85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6,920 186,920 186,920 186,920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及攤薄 3.52 4.08 5.79 7.94

 本集團並未授出股份期權。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7. 資產淨值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於期間結束時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包括非控股股東權益）* 2.21 2.19 1.15 1.19

* 按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186,919,962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6,919,962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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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添置

 於呈報期內，本集團耗資約20,2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約34,600,000美元）購
買物業、機器及設備（包括已付按金）。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與為營運需要購買新機器及設備時作出的首期付款有關。各季度末
所呈報的首期付款金額將取決於（但不限於）相關設備的訂單發出時間、交付時間及所購
買設備投入使用的時間而定。

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第三方 170,143 179,250
 －關聯公司（附註） 13,968 12,72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465) (5,494)

179,646 186,477
應收票據 427 1,148

總計 180,073 187,625

 附註：關聯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140,527 156,701
91至180天 39,119 29,776

179,646 186,477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均為180天以內（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
內）。

 貿易應收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30至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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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2,172 11,477
在製品 16,023 11,903
產成品 18,758 16,251

46,953 39,631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92,882 99,985
 －關聯公司（附註） 57,415 50,191

150,297 150,176
應付票據 12,967 15,442

總計 163,264 165,618

 附註：關聯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15至120天。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
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83,061 91,938
91至180天 35,098 41,132
180天以上 32,138 17,106

150,297 150,176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付票據的賬齡均為180天以內（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
內）。應付票據主要與透過開具不可撤銷的信用證之付款方式購買設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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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
 銀行貸款 117,155 109,203

包括於以下時間到期的款項：
 －一年內 66,208 55,353

 －超過一年 50,947 53,850

117,155 109,203

本集團的外部借貸總額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7.3%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約117,200,000美元。

13. 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86,919,962股（不包括庫存股份）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6,919,962股）。

14. 優先購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本公司優先購股
權。自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採納二零一八年依利安達僱員購股權計劃及截至
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優先購股權。

15.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定義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
11,7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900,000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約為469,200,000美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68,400,000美元）。

16.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對賬

 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根據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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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欣然宣佈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的業績。本集團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度訂單及營業額持平，營業額達約280,2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度：約280,100,000美元）。由於生產成本、折舊開支及融資成本增加，以致
盈利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之應佔溢利淨額（除稅
及扣除非控股股東權益後溢利）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下降27.1%至約10,800,000
美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14,900,000美元）。

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營業額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減少 4 . 5 %，達約
141,6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約148,300,000美元）。二零一九年第二
季度之毛利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下降2.2%至15,3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二
季度：15,600,000美元），毛利率為10.8%（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10.5%）。本
集團之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增加約4.7%至20,0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19,100,000美
元）。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應佔溢利淨額為6,6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7,600,000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通訊及網絡產品（包括手機）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
46.2%（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46.1%），而汽車印刷線路板銷售額佔印刷線路板銷
售總額約18.9%（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24.3%）。其他產品（包括電腦、消費電子
及工業產品）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34.9%（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29.6%）。高
精密度互連（「高精密度互連」）印刷線路板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則佔印刷線路板
銷售總額約21.4%（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約24.4%）。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1,7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900,000美元），流動比率為1.05，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流動比率則為1.03。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淨營運資金週期為38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日），乃基於以下主要指標：

‧ 存貨周轉期增至28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日）。

‧ 貿易應收賬款周轉期增至119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日）。

‧ 貿易應付賬款周轉期增至109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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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比率（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後的附
息借貸與權益總額比率）約為23.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20.5%）。
短期與長期銀行借貸的比例維持於57%:4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1%:49%）。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約為413,700,000美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09,900,000美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持有的手頭現金及未動用的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約20,800,000美元及60,000,000
美元。

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結算，且其面臨有關人民幣
與本集團開展業務的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8,600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400人）。僱員薪金維持在有競爭力之水平，並密切參考有關勞動市場及當
地政府不時規定之最低工資指引作每年檢討。本集團乃根據本公司之溢利目標成
果及僱員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派發酌定獎金。本公司設有僱員購股權計劃，於
適當時候用以（其中包括）招攬及保留最優秀適用人才，並使僱員個人利益與本集
團利益保持一致。

前景

本集團一直於5G領域上投放資源，升級生產設備、擴大產能及優化產品性能，以
迎接新5G通訊時代的來臨，屆時集團會全力爭取通訊及網絡印刷線路板市場的
更多訂單。本集團會繼續著重產品質量控制及成本監控，以持續提升集團的競爭
力。另外，廣州的工業大樓將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落成，為本集團帶來平穩的租
金收入。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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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度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並
無異議。

審核或審閱財務業績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的財務業績未經本集團核數師審核或
審閱。

遵守上市規則的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守則。

董事會現時下設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僱員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僱員購股權計劃委員會」）
（統稱「董事委員會」）。除僱員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均
在香港聯交所網站上刊載。除僱員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之職權範
圍亦在本公司網站上刊載。

於回顧上半年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列僱離者除外：

1. 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每名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
須膺選連任。

本公司所有現有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
則「第95條－選舉董事」，非執行董事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
膺選連任（惟王圣洁（「王先生」）除外，原因於下文「2.偏離守則條文第A.4.2
條」披露）。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5條，本公司三分之一董事（按董事
自上次重選或委任起計服務年期最長的先退任次序作基準）須於本公司每屆
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或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這實際上意味
著，在未經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的情況下，概無董事將
留任超過三(3)年（惟王先生除外，原因於下文「2.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披
露）。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比於企業
管治守則所列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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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的董
事均須於獲委任後的首屆股東大會上由股東膺選連任。每位董事（包括獲指
定任期的董事）應至少每三(3)年輪值告退一次。

儘管上述者，新加坡法例第50章公司法（「公司法」）規定，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的公司須經常擁有至少一(1)名通常居於新加坡的董事。王先生（唯一一位新
加坡居民董事，於黎忠德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守則條文第A.4.2
條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當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於
其獲委任後的本公司首屆股東大會上退任。根據本公司新加坡法律顧問的意
見，王先生不能於其獲委任後的本公司首屆股東大會上退任及膺選連任，亦
不能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原因是緊隨王先生退任
後本公司將無新加坡居民董事，即使彼後來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本公司股
東膺選連任，本公司將承擔違反公司法之風險。

為遵守該守則條文同時不違反公司法，本公司將考慮向董事會另外委任一(1)
名新加坡居民董事，從而使兩(2)名新加坡居民董事可交替地輪值告退（倘必
要），以避免在任何時間無新加坡居民董事。

3. 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主席」）應出席本公司
的股東週年大會。

主席張國榮先生因其正參與本集團業務事宜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張國榮先
生將在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回應股東所提問題的職務轉交副主席（「副
主席」）兼執行董事張偉連女士（本公司的行政總裁）執行。

雖然有上述偏離情況，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
不比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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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香港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寬鬆的董事及有關僱員（定義見企業管治守則）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於批准本公司的季度業績及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舉行
日期前分別至少30日及60日向本公司各董事及有關僱員傳閱內部備忘錄，提醒董
事及有關僱員不可買賣本公司的證券，直至有關業績已刊發為止。

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整個期間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本身自訂的守則。

中報期間後的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之後，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有待披露的重大報告期後事件。

預測陳述

本公司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陳述。

於相關證券交易所網站披露

本公告將在新交所網站 (http://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 (http://www.
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eleceltek.com)刊載。

致謝

吾等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向董事會及全球各地員工致以由衷謝意，感謝彼等一
直毫無保留地竭誠盡力為本集團服務。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5(5)條作出之確認

就我們所深知，概無任何可能會導致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二
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有誤導成分之
事宜須提請董事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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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於呈報期內本集團內所進行屬於新交所上市手冊第9章所指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如下：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於財政回顧期間進行之所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的
總值（包括少於100,000

新加坡元之交易，但不包括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所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之總值（包括金額少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交易）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美元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購買廠房及設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4,762 4,584

－ － 4,762 4,584

購買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62,503 49,536
Delta Realty Limited 88 40 － －
衡陽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 － 976 1,159
香港玻璃纖維有限公司 － － 13,781 12,756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 － 559 981

88 40 77,819 64,432

提供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2,350 2,660
揚宣電子有限公司 － － 136 －
科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線路有限公司 － － 7,428 9,362

－ － 9,914 12,022

確認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20(1)條取得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作出的書面承
諾

本公司確認已取得所有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上市規則第
720(1)條所需作出的書面承諾（按新交所上市手冊附錄7.7所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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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作出之確認

吾等，張偉連及鄭永耀，為其中兩名董事，謹代表董事會確認，就董事會所深
知，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會導致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失實或有誤導成分的事宜。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張偉連 鄭永耀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偉連（主席） 鍾偉昌
鄭永耀 王圣洁

江子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