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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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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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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的任何意見的正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WILLAS-ARRA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54）
（新加坡股份代號：BDR）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第一季度財務報表及股息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本業績公告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相關規定作出。本公告所載之財
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並未經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
司」）之核數師審核及審閱。本公司之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
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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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後頁隨附的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網頁刊發之文件。

承董事會命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振華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梁振華（主席）、郭燦璋（副主席）、
韓家振（董事總經理）及梁漢成；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Jovenal R. Santiago、
黃坤成及姚寶燦。

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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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第一季度財務報表及股息公告

第一部分—季度（第一、第二及第三季度）、半年及全年公告所需的資料

1(a)(i) 集團的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或集團的全面收益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
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本集團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792,225 1,094,411 –27.6
銷售成本 (737,614) (984,734) –25.1

毛利 54,611 109,677 –50.2
其他收入 1,004 1,170 –14.2
分銷成本 (8,904) (13,564) –34.4
行政開支 (51,414) (56,855) –9.6
其他收益及虧損 (9,697) (18,325) –47.1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700) – NM
融資成本 (9,544) (9,415) +1.4

除稅前（虧損）溢利 (24,644) 12,688 NM
所得稅開支 72 (5,733) NM

期內（虧損）溢利 (24,572) 6,955 NM

其他全面開支：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7,374) (10,956) -32.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7,374) (10,956) -3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 
總額 (31,946) (4,001) -698.5

NM－並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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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i)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撥備 8,272 3,41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 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89 3,090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 2,319 –

貿易應收款項的已確認減值虧損 7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2)

匯兌虧損淨額 10,347 18,302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收益）虧損淨額 (650) 2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福利開支 – 944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827) (392)

借款的利息開支 9,404 9,415

附註： 因採納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經營租賃的若干
租賃開支已重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折舊。使用權資產在本集團財務狀況表歸入物業、廠
房及設備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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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財務狀況表（發行人及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時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8,917 279,355

預付租賃款項－非當期 541 544

會所債券 2,001 2,00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 –

長期按金 16,001 16,514

遞延稅項資產 2,091 1,972

受限制銀行存款 2,27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11,821 300,386

流動資產
存貨 629,610 689,898

貿易應收款項 814,458 768,42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954 10,019

預付租賃款項－當期 12 12

可收回所得稅 12,095 12,201

衍生金融工具 519 31

受限制銀行存款 4,540 4,6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856 297,498

流動資產總值 1,766,044 1,782,760

總資產 2,077,865 2,0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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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363,149 310,863
其他應付款項 29,871 34,776
合約負債 3,657 8,604
應付所得稅 1,891 2,927
信託收據貸款 611,602 591,998
銀行借款 383,105 434,147
衍生金融工具 379 540
租賃負債 9,148 –

流動負債總額 1,402,802 1,383,855

流動資產淨值 363,242 398,9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75,063 699,2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5,207 85,207
儲備 553,467 585,4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38,674 670,62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716 28,671
租賃負債 8,673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389 28,671

負債及權益總額 2,077,865 2,083,146

本集團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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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之款項 33,814 33,814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117,470 117,47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1,284 151,284

流動資產
應收附屬公司之款項 228,155 227,239
預付款項 219 83
可收回所得稅 304 3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12 3,235

流動資產總值 229,790 230,888

總資產 381,074 382,17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396 1,467
財務擔保負債 11,080 14,774

流動負債總額 11,476 16,241

流動資產淨值 218,314 214,6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9,598 365,9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5,207 85,207
儲備 284,391 280,7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9,598 365,931

負債及權益總額 381,074 38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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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就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而言，列示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的下列
各項，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時的比較數字：

須於一年內償還或須按要求償還之金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58,105 836,602 209,147 816,998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 – –

任何抵押品詳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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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金流量表（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之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3,717 (99,66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25) (344)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訂金 – (11,985)

存入受限制銀行存款 (2,32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2

(3,051) (12,32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償還信託收據貸款 (490,635) (712,038)

信託收據貸款所得款項 510,240 746,372

償還銀行借款 (273,766) (103,587)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223,478 164,885

支付租賃負債 (1,757) –

(32,440) 95,6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774) (16,3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7,498 327,050

匯率變動對於以外幣持有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的影響 (868) (2,42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856 30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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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列示(i)所有股東權益變動或(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股東
權益變動的報表（發行人及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
報表。

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物業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之
方式計量之
金融資產
的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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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i） （附註ii）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341 197,794 18,134 109,032 20,969 – (3,561) 297,349 716,058

調整
轉撥先前已確認之減值
虧損 – – – – – (16,448) – 16,448 –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重列） 76,341 197,794 18,134 109,032 20,969 (16,448) (3,561) 313,797 716,058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 – 6,955 6,95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10,956) – – – (10,956)

總計 – – – – (10,956) – – 6,955 (4,001)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
權益確認：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福利 – 944 – – – – – – 944

總計 – 944 – – – – – – 94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341 198,738 18,134 109,032 10,013 (16,448) (3,561) 320,752 713,001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85,207 193,551 19,580 121,941 3,861 (16,448) (3,561) 266,489 670,620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期內虧損 – – – – – – – (24,572) (24,57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7,374) – – – (7,374)

總計 – – – – (7,374) – – (24,572) (31,94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551 19,580 121,941 (3,513) (16,448) (3,561) 241,917 638,674

附註：
(i) 法定儲備不可分派，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的相關法律法規從本公司於中國及台灣的附屬公司的

除稅後溢利中撥出。

(ii) 其他儲備由記入借方的金額3,561,000港元組成及代表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若干當時附屬公
司之額外權益之已付代價公平值與所收購額外權益應佔資產淨值之賬面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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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續

本公司

股本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341 197,794 88,674 362,809

期內溢利，即期內全面 

收入總額 – – 3,201 3,201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
權益確認：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福利 – 944 – 944

總計 – 944 – 94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341 198,738 91,875 366,954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85,207 193,551 87,173 365,931

期內溢利，即期內全面 

收入總額 – – 3,667 3,66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551 90,840 36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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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上一段報告期結束後，公司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行使購
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
收購或任何其他用途的代價而產生的任何變動詳情。列出於本報告財政期
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未行使可換股
證券（如有）而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相對於已發行股份總數（撇除發行人
的庫存股份及附屬公司持股）。另外列出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
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持作庫存股份的股份數目及附屬公司持股
的數目（如有），以及庫存股份及附屬公司持股總數相對上市之有關類別
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股本為
85,207,049港元，由85,207,049股已發行普通股組成。

下表披露威雅利電子僱員購股權計劃II（「僱員購股權計劃II」）項下之本公
司購股權的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1,600

期內發行紅股（附註） 16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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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威雅利電子僱員購股權計劃III（「僱員購股權計劃III」）項下之本
公司購股權的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3,080,000

期內行使 (1,120,000)

期內發行紅股（附註） 196,000

期內註銷 (1,166,00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990,000

附註： 發行紅股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效後，(i)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II及僱員
購股權計劃III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分別調整為每股0.305新加坡元及
每股3.91港元；及(ii)根據本公司僱員購股權計劃II及僱員購股權計劃III授出的尚
未行使購股權所包含的相關股份數目已作出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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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i) 列示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年度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
包括庫存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5,207,049股普通
股（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5,207,049股）。本公司並無庫存股份。

1(d)(iv) 列出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被銷售、轉讓、註銷及╱或使用的庫存
股份的報表。

不適用。

1(d)(v) 列出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被銷售、轉讓、註銷及╱或使用的附屬
持股股份的報表。

不適用。

2. 有關數字是否已根據核數準則或常規審核或審閱。

該等數字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3. 倘有關數字已獲審核或審閱，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特別事項）。

不適用。

4. 有否採用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的相同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
平值計量（如合適）除外。

除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已於本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依循者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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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出現任何變動，則提供
變更內容以及該變動的理由及影響。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
效之新會計準則、修訂及現行準則之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
應用經修訂的追溯法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作為承租人應用，並無重
列於首次應用日期前一年的比較資料。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
量，並使用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應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後，使用權資產按相應的租賃負債金額計量。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將其現有經營租賃安排確認為使用權資產
（歸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及相應的租賃負債，其影響列示如下：

本集團財務狀況表（摘要）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調整

於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9,450 19,450

負債
租賃負債－當期 – 9,072 9,072

租賃負債－非當期 – 10,378 10,378

– 19,450 1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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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每股普通股盈利（已
扣除任何優先股息撥備）：
(a)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及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詳述對盈利作出的任何調整）。

集團數字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溢利 (24,572) (24,572) 6,955 6,95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經重列）
股份數目

（經重列）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207,049 85,207,049 83,975,056 83,975,056

就可攤薄潛在普通股 

作出調整 – 不適用 – 1,085,649

用於計算每股（虧損）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207,049 85,207,049 83,975,056 85,060,705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28.84) (28.84) 8.28 8.1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不假設本
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之行使，原因為假設有關購股權獲行使將令到該期間之
每股虧損減少。



15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可攤薄潛在普
通股、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均已按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進行之發
行紅股於期間開始時已經生效之假設作出調整及重列。

7. 於以下期間結束時基於發行人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計算的
每股普通股的資產淨值（就發行人及集團而言）：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集團數字 公司數字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本公司於期末
╱年結時的已發
行股份數目計算
的每股普通股資
產淨值（港仙） 749.56 787.05 433.76 429.4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是根據合共85,207,049股（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5,207,049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

8. 回顧集團的業績表現，以對集團業務達到一定程度的瞭解。當中須包括對
以下各項的考量：
(a) 影響集團本報告財政期間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素，包

括（如適用）季節性或循環性因素；及
(b) 影響集團在本報告財政期間內的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產或負債

的任何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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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相比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錄得應佔虧損24.6百萬港元而於二零一九
財年第一季度錄得應佔溢利7.0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收益及毛利率下降令
本期間之毛利減少所致。

收益

本集團的銷售收益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的1,094.4百萬港元減少27.6%
至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792.2百萬港元。

按產品應用行業劃分的收益
（千港元）

二零二零財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九財年
第一季度 增加╱（減少）

% % %

工業 224,789 28.4% 291,094 26.6% (66,305) (22.8%)

家電 146,192 18.5% 166,076 15.2% (19,884) (12.0%)

汽車電子 106,909 13.5% 126,447 11.6% (19,538) (15.5%)

電訊 85,126 10.7% 220,795 20.2% (135,669) (61.4%)

分銷商 81,921 10.3% 98,860 9.0% (16,939) (17.1%)

影音 53,534 6.8% 71,498 6.5% (17,964) (25.1%)

電子製造服務 44,502 5.6% 53,905 4.9% (9,403) (17.4%)

照明 28,415 3.6% 34,586 3.2% (6,171) (17.8%)

其他 20,837 2.6% 31,150 2.8% (10,313) (33.1%)

792,225 100.0% 1,094,411 100.0% (302,186) (27.6%)

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已影響到本集團於二零一九財年的表現，並繼續對其於
本財政年度的業績造成重大影響。中國的出口及國內需求於二零二零財年
第一季度仍然疲弱。面對此局面，本集團許多客戶致力在減少緩衝存貨水
平的情況下維持生產。同時，客戶不願下達長期的未來訂單。本集團在此
市況中既須應對新訂單的短期性質，同時亦要管理來自過往訂單的現有緩
衝存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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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等挑戰，本集團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收益較去年同期（當時
尚未出現中美貿易糾紛，市場仍然強勁）下降27.6%。

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電訊是本集團業務組合中表現最為遜色的分部。
本集團認為箇中原因在於貿易戰令消費者信心受損，加上4G遷移至5G的
延誤，加重該分部所受到的影響。該分部亦因為其中一名關鍵客戶失去一
個主要項目而受到影響。整體而言，此導致該分部的收益按年（「按年」）下
跌61.4%。

本集團的汽車電子分部亦受到市況惡化所影響。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
資料，中國汽車銷量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下跌12.4%。儘管
新能源汽車銷售躍升近50%，但整體電子元器件需求仍無法恢復1。該分部
的收益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下跌15.5%，然而，鑑於汽車應用的長遠
增長潛力，本集團仍然相信該分部具有投資價值。

就工業及家電分部而言，本集團的客戶主要服務中國國內市場，並無直接
受到中美貿易戰所影響，然而，消費者信心疲弱及市場現金流量緊張對需
求造成負面影響。工業及家電分部的收益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分別按
年下跌22.8%及12.0%。

在此充滿挑戰的環境下，所有其他分部均受到出口及國內市場需求疲弱的
負面影響並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均錄得雙位數按年跌幅。

本集團對中國市場的潛力仍然充滿信心，並將繼續專注於發展中國市場。
本集團將密切注視本集團的存貨管理及成本控制工作。

1 「中國汽車業再度出現年度收縮，六月銷量萎縮」 —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路透社商業新聞》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utos/china-autos-brace-for-another-annual-

contraction-sales-shrink-in-june-idUSKCN1U50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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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的10.0%下降至二零二零財年第
一季度的6.9%。持續的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導致消費市道和營商環境疲弱，
並對去年以來的市場信心造成極大影響。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因於需求疲弱
引發的價格競爭以及清理於去年積累的緩衝庫存所致。

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的13.6百萬港元減少4.7百萬港元或
34.4%至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8.9百萬港元。分銷成本減少，主要是因
為銷售收益下跌令到銷售獎勵開支相應減少。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二零財
年第一季度已收緊海外差旅及應酬開支。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的56.9百萬港元減少5.5百萬港元或9.6%

至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51.4百萬港元。此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二零財年
第一季度實行的控制開支措施以及於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就搬遷香港
倉庫而錄得的部份倉庫搬遷開支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其他虧損為9.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
18.3百萬港元），乃由於匯兌虧損（主要源自人民幣匯價下跌）所致。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減值虧損為0.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
無），代表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的9.4百萬港元略增0.1百萬港元或1.4%

至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的9.5百萬港元。由於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0.1百萬港元的若干租金開支已重新分類
為融資成本；若撇除重新分類，融資成本處於與二零一九財年第一季度相
若的水平。儘管平均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借款較去年同期下降，但二零二
零財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利率較高，因此融資成本處於與二零一九財年第一
季度相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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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財政年度相比，信託收據貸款增加
19.6百萬港元。貿易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310.9百萬港元
增加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363.1百萬港元。信託收據貸款增加主要
是由於近回顧期末的採購增加所致。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情
況相比，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應收款項增加46.0百萬港元，是
由於近回顧期末銷售收益增加，而應收賬項周轉天數則由2.5個月增加至3.0

個月。

存貨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689.9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的629.6百萬港元。存貨周轉天數仍為2.5個月。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營運資金363.2百萬港元，當中包
括現金結餘294.9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營運資金
為398.9百萬港元，當中包括現金結餘297.5百萬港元。現金略減2.6百萬港
元主要是由於投資活動現金流出3.1百萬港元及融資活動現金流出32.4百萬
港元以及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33.7百萬港元的淨影響所致。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是由於在本期間清理緩衝庫存令存貨減少
所致。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是由於庫存水平下降令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借款整
體減少所致。

9. 倘過往已向股東披露任何預測或前瞻性聲明，請列明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
與實際業績之差別。

不適用。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瞻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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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對集團所營運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情況以及可能於
下一個報告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對集團構成影響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項
的評論。

中國與美國長達一年的貿易戰已對貿易、製造業和消費者信心造成影響，
中國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四月至六月）的經濟增長因此進一步放緩。
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6.2%，為其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增長率，並較二零
一九年第一季度錄得的6.4%下跌2。

我們預期美中兩國貿易局勢持續緊張及引致的關稅措施將會持續。由於難
望在短期內解決僵局，曠日持久的爭議定必令全球經濟惡化。

鑑於面對宏觀經濟內的顯著下行風險及若干不利因素，本集團在管理其業
務及維持良好流動資金狀況時將繼續審慎行事，以支持長遠增長。

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有否就本報告財政期間宣派任何股息？

無。

股息名稱： 不適用
股息類型： 不適用
股息率： 不適用
股份面值： 不適用
稅率： 不適用

2 「中國經濟在第二季度因受到中美貿易戰衝擊而錄得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南華早報》Sydney Leng報導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18580/china-economy-reports-

lowest-gdp-record-second-quart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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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有否就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宣派任
何股息？

無。

股息名稱： 不適用
股息類型： 不適用
股息率： 不適用
股份面值： 不適用
稅率： 不適用

(c) 派付股息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若無宣派（建議宣派）股息，請說明此情況及作出此決定的理由。

由於本集團擬保留現金作業務營運，因此並無就二零二零財年第一季度宣
派或建議宣派股息。

13. 倘本集團已就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自股東取得
一般授權，該等交易總額須遵守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
上市手冊第920(1)(a)(ii)條之規定。倘並無取得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授權，
則須就此作出聲明。

並無向股東取得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一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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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5(5)條作出的季度財務業績否定式確認。

吾等代表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確認，就吾等所深知，董事會並無留意
到任何事宜可令到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
審核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變得失實或含誤導成份。

代表董事會

梁振華（主席）
郭燦璋（副主席）

15. 確認發行人已促成其全部董事及執行人員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20(1)條
作出承諾（按附錄7.7所載的格式）。

吾等代表董事會確認，吾等已向本公司全體董事及執行人員取得所有規定
之承諾以遵守新交所之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振華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梁振華（主席）、郭燦璋（副主席）、
韓家振（董事總經理）及梁漢成；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Jovenal R. Santiago、
黃坤成及姚寶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