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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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Cowell e Holdings Inc.

（股份代號：1415）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我們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收益達約193,483,000美元，較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同期減少約23.8%。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815,000美元，
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2,467,000美
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期間之每股盈利為0.1美分，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財政期間之每股虧損為0.3美分。

業績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中期財務業績已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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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及4 193,483 253,860

銷售成本 (173,345) (235,609)  

毛利 20,138 18,251

其他收益 2,098 1,144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3,748) 1,2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92) (1,267)
行政開支 (17,251) (22,412)  

經營虧損 345 (3,020)

融資成本 5(a) (430) (169)
捐款 (15) —  

除稅前虧損 5 (100) (3,189)

所得稅計入 6 915 722  

期內溢利╱（虧損） 815 (2,467)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0.001元 (0.003)元  

附註：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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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附註）

千元 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815 (2,46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881) (4,255)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對界定利益淨額的重新計量 (18) (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899) (4,26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4) (6,727)  

附註：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
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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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6,706 105,168
無形資產 7,063 7,516
其他應收款項 5,534 5,559
遞延稅項資產 2,824 1,632  

132,127 119,875  

流動資產

存貨 37,324 66,66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8,845 60,808
可收回即期稅項 693 711
已抵押存款 3,226 3,231
銀行存款 20,360 20,75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9,405 112,304  

259,853 264,47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61,182 54,183
租賃負債 2,117 —
即期應付稅項 1,480 3,691  

64,779 57,874  

流動資產淨額 195,074 206,6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7,201 32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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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077 —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205 164  

15,282 164  

資產淨值 311,919 326,3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326 3,326
儲備 308,593 322,988  

權益總額 311,919 326,314  

附註：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
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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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指示外，以美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本中期財務資料獲授權
於2019年8月8日刊發。

除預期於2019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2018年度財
務報表中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2。

本中期業績公佈收錄並作為比較資料的有關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源自該等財務報表。

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及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條「租賃」外，該等發展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
績及財務狀況在本中期財務資料中編製或呈列的方式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
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其相關詮釋，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確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
租賃 — 優惠」及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的交易實質」。其為
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要求承租人確認所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
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的租賃除外。出租人會計要求
由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提出，大致維持不變。

本集團自2019年1月1日起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經修訂
的追溯法，因此已確認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為2019年1月1日權益的期初結餘的調整。比
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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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於2018年
12月31日
的賬面值

經營租賃
合約資本化

於2019年
1月1日

的賬面值
千元 千元 千元

受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影響的綜合財
務狀況表中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5,168 15,427 120,595
遞延稅項資產 1,632 424 2,056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9,875 15,851 135,726
租賃負債（流動） — 2,077 2,077
流動負債 57,874 2,077 59,951
流動資產淨額 206,603 (2,077) 204,5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6,478 13,774 340,252
租賃負債（非流動） — 16,175 16,1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64 16,175 16,339
資產淨額 326,314 (2,401) 323,913
儲備 322,988 (2,401) 320,587
權益總額 326,314 (2,401) 323,913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而分部乃根據業務線及地區劃分。本集團已呈報兩個可呈
報分部，方式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方
式一致。並無經營分部合併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a) 與損益有關的資料

為分配資源和評估期內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關於本集團可
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相機模組 光學部件 總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i)及(ii)）
2019年 2018年

（附註(i)及(ii)）
2019年 2018年

（附註(i)及(ii)）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92,978 252,385 505 1,475 193,483 253,860
可呈報分部收益 192,978 252,385 505 1,475 193,483 253,860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附註(ii)） 21,212 19,183 (1,074) (932) 20,138 18,251

附註：

(i)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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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於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呈報的資料調整，本集團已將報告分部收益
的定義由「除稅前溢利」更改為「毛利」。上文呈列的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符
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為毛利╱（虧損）。

(b) 可呈報分部損益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附註(i)及(ii)）

千元 千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20,138 18,251
其他收益 2,098 1,144
其他淨（虧損）╱收入 (3,748) 1,2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92) (1,267)
行政開支 (17,251) (22,412)
融資成本 (430) (169)
捐款 (15) —  

綜合除稅前虧損 (100) (3,189)  

附註：

(i)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ii) 上文呈列的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

4 經營季節性

平均而言，本集團的相機模組分部於第四季度錄得的銷售額較年內其他季度高，原因
為其產品於節假日期間的零售需求增加。因此，本集團該分部通常於每年上半年錄得
較下半年為低的收益及分部業績。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相機模組分部錄得可呈報分部收益473,829,000元（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671,450,000元），及可呈報分部溢利24,194,000元（截至2018年
6月30日止十二個月：20,36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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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附註）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借貸的利息 — 169
租賃負債的利息 430 —  

430 169
  

(b) 其他項目

攤銷 528 551
折舊 12,694 11,756
研究及發展成本（折舊除外） 8,227 9,904
利息收入 (1,365) (575)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3,206 3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撥回） 9 (2)

  

附註：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附註）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42 62
即期稅項 — 海外 (207) (849)
遞延稅項 (750) 65  

所得稅計入 (915) (722)
  

附註： 本集團於2019年1月1日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初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所得稅。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2018年：
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其為雙層利得稅稅率制度下的合資格公司。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徵稅，而餘下的應課稅溢利則按
16.5%徵稅。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於2018年按相同基準計算。



– 10 –

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亦採用類似方法使用預期將於相關國家適用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
計算。

7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按母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815,000元（截至2018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虧損2,467,000元）及本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831,519,000股（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831,519,000股）
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是按母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815,000元（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虧損2,467,000元）及2019年中期期間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831,519,000股（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831,635,000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已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2019年1月
1日調整期初結餘以確認與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相關的使用權資產。

(b) 擁有資產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廠房及設備項目，成本為12,192,000元（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322,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出售賬
面淨值為3,241,000元的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59,000元），
導致產生出售虧損3,206,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2,000元）。

(c) 客戶的設備

一名客戶向本集團提供機械，以供生產貨品予該名客戶。由客戶承擔的機械原採
購成本為116,011,000元（2018年12月31日：116,011,000元），並無確認為本集團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該機械並無租金支出，管理層與客戶釐定銷售價格時已考慮有
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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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已列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
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33,675 31,926
超過1至2個月 19,079 22,956
超過2至3個月 271 1,992
超過3個月 160 97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53,185 56,97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660 3,837  

58,845 60,808  

貿易應收款項由賬單日期起計30至90日內到期。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已列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31,599 25,311
超過1至3個月 17,478 20,844
超過3至6個月 8 29  

貿易應付款項 49,085 46,18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097 7,999  

61,182 5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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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過往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應佔、於中期批准及派付的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元 千元

有關過往財政年度於中期後批准及 
派付每股股份11.1987港仙的末期股息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5.1553港仙) 12,000 5,524  

(b) 以股本支付的股份交易

於2019年4月26日，2,000,000份購股權（2018年4月19日及2018年5月24日：分別為
2,000,000份及1,000,000份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僱員購股權計劃以名義代價1港元授
予本集團僱員。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該等購股權
將分別於2020年4月18日歸屬，可於2028年4月18日前行使。行使價為1.81港元，即
本公司普通股緊接授出前的加權平均收市價。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概無任何購股權（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2,400,000份購股權）失效╱獲註銷。



– 13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是移動設備的相機模組的主要供應商。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製
造及銷售各類相機模組，用作具備相機功能的智能手機、多媒體平板電腦及其
他移動設備的重要部件。本集團的相機模組客戶包括全球一些主要的移動設
備製造商（如Apple及LG電子）。本集團亦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用於多種消
費電子產品的光學部件。本集團光學部件的主要客戶包括全球領先電子企業（如
LG電子）的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

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東莞橫坑及華南經營兩座生產設備，本集
團可利用優質勞動力、為本集團營運而設的大量基礎設施以及戰略位置，方便
產品運輸至本集團的客戶。

本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的收益為193.5百萬美元，而於2018年上半年，則收益為
253.9百萬美元。本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的純利為0.8百萬美元，而於2018年上半
年，則虧損淨額為2.5百萬美元。

相機模組

本集團的相機模組（「相機模組」）業務收益於2019年上半年較2018年同期減少
23.5%，主要是由於客戶訂單減少及供應鏈競爭加劇所致。2019年上半年對相
機模組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智能手機更換週期延長引致的智能手機行業停
滯不前、美國客戶設備價格相對較高、市場認為微不足道的技術創新，以及中
美貿易戰等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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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部件

隨著基於互聯網的流媒體服務越趨流行，對DVD部件的需求大幅下降。因此，
DVD部件業務多年來一直沒有盈利。因此，本公司已決定於2019年第二季度關
閉其DVD部件業務。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光學部件產品是「藍色濾光片」，其為相
機模組的主要部件之一。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期間，由於智能手機行業停
滯不前及市場競爭加劇，本公司藍色濾光片的銷售額亦有所下降。因此，本集
團2019年上半年的光學部件銷售額較2018年同期下降65.8%。

下表呈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的收益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明細及其變動：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動
2019年 2018年 金額 %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百分比除外）

收益
相機模組 193.0 252.4 (59.4) (23.5)%
光學部件 0.5 1.5 (1.0) (65.8)%    

總計 193.5 253.9 (60.4) (23.8)%    

展望及未來策略

由於出現下文所列風險因素，2019年下半年智能手機行業的前景並不明朗，但
由於下文識別的機會因素，本公司對2019年剩餘時間前景的看法仍然樂觀：

風險因素：

— 延長智能手機的更換週期；

— 主要美國客戶對其新機型的高價策略；

— 相機模塊供應商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及

— 貿易爭端等地緣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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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因素及策略：

— 客戶對有關虛擬實景及擴增實景的新功能越見在行；及

— 配備到智能手機的相機模組越來越多，其目前被視為高端職能手機的主
要差異因素。

為應對前述風險及機會，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改善製造流程、開發新技術及新
產品、提高產量以及嚴格的成本管理，從而鞏固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加強與本
集團現有客戶的業務關係及獲得更大份額的客戶業務。本集團擬根據本集團
主要客戶的要求及建議開發新產品，並致力盡可能獲取更多新產品開發項目
的授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392.0百萬美元（2018年12月31日：384.4百
萬美元）；流動資產淨值195.1百萬美元（2018年12月31日：206.6百萬美元）及權
益總額311.9百萬美元（2018年12月31日：326.3百萬美元）。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穩健，並持續自經營活動獲得大量及穩定的流入。於2019年
6月30日，本集團申報139.4百萬美元的無抵押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管理層相
信，本集團目前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預期來自經營的現金流量將足以支持
本集團的營運需求。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抵押存款包括向中國當地海關當局提供的3.2百萬
美元（2018年12月31日：3.2百萬美元）。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即本集團花費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現金）於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12.2百萬美元，而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11.3
百萬美元。本集團於2019年上半年的資本開支主要反映購買額外的設備以生產
更精密的倒裝芯片相機模組。本集團擬透過結合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及
可能集資活動，為本集團的計劃未來資本開支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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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管理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有2,497名全職員工（2018年12月31日：2,437名）。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18.2百萬美元
（2018年上半年：23.1百萬美元）。

本集團為本集團的僱員提供居住、娛樂、膳食及培訓設施。培訓範圍包括管理
技能及技術培訓，以及其他課程。

本集團有長期激勵計劃薪酬政策。釐定應付董事酬金的基準按酌情基準作出（經
參考本公司的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的市場統計）。此外，本公司薪酬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審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並
就此作出建議。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彼等的表現、資歷及能力
釐定。

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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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
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審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工作，並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已根據守則條文規管其營運以及實行適當之企
業管治。本公司於本期間已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全面遵守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適用
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政策以及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根據是項審閱，審核委員會信納，財
務報表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列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全體董事於接受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整段本期間一直全
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於本期間後之事項

自本期間末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而須
於本公佈披露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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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2019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owelleholdings.com)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本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在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Seong Seokhoon

香港，2019年8月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Seong Seokhoon先生及Lee Dong Goo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Kim Chan Su先生、Song Si Young博士及Jung Jong Chae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