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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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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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DA HONG TAI HOLDINGS LIMITED
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3）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本公司已成功於2018年3月16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 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上升約8.9%至約253.1百萬港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32.5百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淨額約9.4百萬港元（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純利為8.6百萬港元）。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約4.97港仙（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5.0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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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53,076  232,487 

銷售成本 (217,051) (185,763)  

毛利 36,025  46,724 

其他收入 230  3,10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40)  (7,621)

一般及行政開支 (32,849) (35,755)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1,064  8,324 

財務成本 (8,724)  (5,821)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9,394)  8,959 

所得稅開支 6 –  (34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9,394)  8,6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4.97港仙 ) 5.0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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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9,394)  8,617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收益表的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9,498 19,6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4  2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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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00,698 97,624 
使用權資產 17,428 –
長期按金 6,422  12,45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24,548  110,07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429,936  370,32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244,230  281,4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0,444  21,870 
可收回稅項  839  1,110 
受限制銀行結存  7,969  4,774 
現金及銀行結存  44,569  59,994   

流動資產總額 747,987  739,52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12,857  91,44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1,616  35,421 
附息銀行借款  328,281  341,269 
租賃負債 6,443 –  

流動負債總額 479,197  468,136   

流動資產淨值 268,790 271,3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3,338  381,4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208 –  

資產淨值 382,130  38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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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891 1,891
儲備 380,239  379,573   

權益總額 382,130  381,46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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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3月16日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涉及製造及銷售手提電腦外殼。附
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性質於期內概無重大變動。

於上市前，本公司由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通達控股」）間接全資擁有，該公司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2. 呈列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應連
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
致，惟採納下文披露於 2019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2015年至2017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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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的影響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先前會計期間已編製及呈列的財務狀況並無任何
重大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性質及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
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該準則載列確認、
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在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中計算所有租賃。

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追溯應用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初始應用日期為 2019年1月1

日。根據該方法，該準則已獲追溯應用，並將首次採納之累計影響作為對於2019年1月1日之
期初保留盈利結餘之調整，惟2018年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呈報。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若干時段內控制使用已識別資
產之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有權從使用已識別資產獲得絕大部分經濟
利益以及指示使用已識別資產時，即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使用過渡性實際權宜之方法，
以令該準則僅適用於先前已於初始應用日期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尚未識別為租賃之合約並無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項下之租賃定義已僅應用於在2019年1月1日或之後訂立或更改之合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之合約開始或獲重新評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獨立價格將合約中之代價分配
予各租賃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已採納之承租人可用實際權宜辦法並無不區分非租賃部分
及就租賃及相關非租賃部分（例如物業租賃之物業管理服務）入賬作為單一租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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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若干廠房、辨公室處所及員工宿舍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根據有
關租賃是否將資產所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之評估，將租賃分類為融資
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採用單一方法確認及計量所有租
賃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租賃基準選擇）及短期租賃（按相關
資產類別選擇）之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已選擇不就 (i)低價值資產租賃（如筆記型電
腦及電話）；及 (ii)於開始日期之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相
反，本集團於租期內以直線法將與該等租賃相關之租賃付款確認為開支。

過渡影響

於2019年1月1日之租賃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確認並使用2019年1月1日之增量借貸利率
貼現。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計量，並就與緊接 2019年1月1日前於財務狀況表確認與租賃相
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所有該等資產於當日均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6號就任何減值作出評估。

於2019年1月1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實際權宜方法：

• 就租賃期自初始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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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19,87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87) 

資產總值增加 18,788 

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減少 (84)

租賃負債增加 19,397 

負債總額增加 19,313 

保留盈利增加 562 

於2019年1月1日的租賃負債與於2018年12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擔之對賬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12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22,513

於2019年1月1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4.84%

於2019年1月1日的已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20,025

減：與短期租賃有關的承擔 (628) 

於2019年1月1日的租賃負債 1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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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計政策概要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的租賃會計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採
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將替換為以下新會計政策：

使用權資產

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任何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成本包括已確認租賃負債款額、初步已
產生直接成本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取租賃獎勵。除非本集團合
理確定於租期結束時取得租賃資產所有權，否則已確認使用權資產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及
租期內（以較短者為準）按直線法折舊。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按租賃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租賃負債。租賃付款包括定額付款
（含實質定額款項）減任何應收租賃獎勵、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款項以及預期根據
剩餘價值擔保支付的金額。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的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
有關終止租賃的罰款（倘租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選擇權）。不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
賃付款在出現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的期間內確認為開支。

於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倘租賃內含利率無法輕易確定，則本集團應用租賃開始日期的
增量借款利率計算。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金額的增加反映了利息的增長，其減少則關乎
所作出的租賃付款。此外，倘存在修改、由指數或利率變動引起的未來租賃付款變動、租期
變動、實質定額租賃付款變動或購買相關資產的評估變動，則重新計量租賃負債的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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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損益中確認的金額

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賬面值及期內變動如下：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2019年1月1日 19,875 19,397  

折舊支出 (2,974) –

利息開支 – 458

付款 – (2,617)

匯兌調整 527 413  

於2019年6月30日 17,428 17,651  

4.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手提電腦外殼。幾乎所有本集團的產品屬類似性質及承受類似
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來自單一須予呈報經營分類。

此外，本集團的收入、開支、業績、資產和負債以及資本開支絕大部分來自單一地區，即中
國內地（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經營所在地）。因此，並無呈列地區分析。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銷售予個別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03,648 43,998

客戶B 40,210 36,780

客戶C 34,163 63,967

客戶D 不適用* 31,729  

178,021 176,474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銷售予客戶D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少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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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217,051 185,7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43 11,77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74 –

研究及開發成本 10,265 11,353

經營租賃項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 4,421

薪金及工資 32,993 30,13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減值（撥回） 126 (1,725)

匯兌差額淨額 (1,190) (6,599)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中國
內地就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按
通行稅率計算。

根據於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內地所有企業的
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起三年內，通達宏泰科技（蘇州）有限公司獲評為高新技術企
業，並可按優惠稅率15%繳稅。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自中國內地期內當期稅項支出總額 –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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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外資企業向外國投資者宣派的股息須繳納 10%

預扣稅。該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並適用於2007年12月31日後的盈利。倘中國內地與
外國投資者所在司法權區訂有稅務條約，則可應用較低的預扣稅率。因此，本集團須就於中
國內地成立的一家附屬公司就於2008年1月1日起所產生的盈利派發之股息繳納預扣稅。

本集團並無就於中國內地成立的一家附屬公司之預扣稅的未匯出盈利而應付的預扣稅確認
遞延稅項。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在可見將來不大可能分派該等盈利。於2019年6月30日，與
在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相關而未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的暫時差額合共為約102,758,000港元（2018

年12月31日︰110,013,000港元）。

本公司向其股東派付股息並無導致任何所得稅後果。

7.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於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
內虧損9,394,000港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8,617,000

港元）以及於期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115,638股（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1,875,403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指本公司於期
初的189,115,638股已發行普通股。

用於計算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包括本公司已
配發及發行予Tong Da Holdings (BVI) Limited（「Tong Da Holdings」）（通達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
的4,796,031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本公司就上市已發行的 22,568,122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
本公司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初已發行的144,511,250股普通股。

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2,483,000港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52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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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未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50,245 43,852

在製品 219,693 186,780

製成品 159,998 139,695  

429,936 370,327  

於2018年12月31日，421,000港元之模具被計入製成品。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32,130 251,775

減值 (1,037) (888)  

231,093 250,887

應收票據 13,137 30,560  

244,230 281,447  

於2019年6月30日，若干客戶的應收貿易賬款總額131,135,000港元（2018年12月31日︰121,827,000

港元），其指定列入本集團與一間中國銀行訂立的應收貿易賬款保理安排，而應收票據
13,137,000港元（2018年12月31日︰30,560,000港元）乃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原因
為該等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目標為持有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以及出售作營運資金管理的
業務模式管理，而該等應收賬款的合約條款導致於特定日期產生僅為支付本金及結欠本金
利息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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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一至四個
月。本集團尋求對未償還應收賬款維持嚴格監控，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
討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強安排。應
收貿易賬款為不附息。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最大客戶及五大客戶結欠的應收貿易賬款
及票據總額分別佔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總額41.8%（2018年12月31日︰29.5%）以及81.8%（2018

年12月31日︰80.9%）。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扣除撥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53,642 226,761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89,776 54,670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744 8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35 5

超過一年 33 3  

244,230 281,447  

12.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附息，且一般於一至四個月內結清。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
的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19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79,661 81,079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5,394 10,367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7,802 –  

112,857 9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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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前瞻性陳述的警告陳述

本公告包含若干對於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或「我們」）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業務的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為本集
團對日後事件的期望或信念，並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風險與不明朗因素，而該等風
險及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表現或事件與該等陳述中明示或暗示的業績、表現
或事件有重大差距。若干陳述（其包含「潛在」、「估計」、「預期」、「預計」、「目標」、
「有意」、「計劃」、「相信」、「估算」等字眼的陳述）以及類似的語句或其不同表達方
式，均可視為「前瞻性陳述」。

前瞻性陳述涉及內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務請注意，若干因素均可導致實際業績
在若干情況下大幅偏離前瞻性陳述所預計或暗示的若干狀況。前瞻性陳述的內容
僅以截至有關陳述作出日期為準，而不應假設有關陳述內容曾作審閱或更新以反
映最新資料或日後事件。預期可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構成影響的趨勢及因素於以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內說明。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本集團乃一家「一站式」手提電腦外殼、配件
及其他配件製造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本集團主要製造及銷售各種手提電腦外殼及
配件。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3月16日已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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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美貿易爭端已持續超過一年。雖經多次磋商，貿易緊張局
勢仍未見緩解跡象，且於期內曾一度惡化。此等持續的貿易紛爭，為全球經濟帶
來不穩定，亦為個人電腦銷售行業（其包括銷售桌上型電腦及筆記本電腦）帶來負
面影響。此外，個人電腦銷售行業於 2018年發生處理器供貨短缺事件，為去年全
球個人電腦出貨量出現適度同比下降的原因之一。此短缺事件於2019年上半年仍
困擾着個人電腦銷售行業，市場預期短缺事件要延至2019年第三季度才能得到緩
解。

隨着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經濟增長逐步放緩，而個人電腦銷售行業短期
內仍受處理器供貨短缺事件困擾。儘管於此不利的經營環境下，本集團整體銷售
額，較去年同期仍錄得8.9%的增幅，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成功爭取到數個大型新項
目並於期內開始量產出貨。然而，受到多個外圍經濟因素影響，筆記本電腦外殼
生產市場競爭更趨激烈。因此，本集團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 20.1%下降至期內的
14.2%。

業務前景

中美貿易爭端已持續超過一年，亦預期並非能於短期內可以得到解決。世界上最
大兩個經濟體間持續反覆的貿易爭端為全球經濟及個人電腦銷售行業帶來負面
影響。同時，中國經濟增長亦漸見疲弱。於此等外圍經濟條件下，加上中國內地
日益上升的勞動成本及愈趨嚴謹的環境政策，令筆記本電腦外殼生產行業的運營
壓力上升。管理層預期行業內激烈的競爭情況將會持續，本集團毛利率於短期內
仍會受壓。然而，本集團將依靠自身的高效生產設施、全面的製造解決方案及強
大的研發能力，向現有客戶爭取更多新項目訂單，以提升產能利用率。同時，於
現已有為其生產外殼的筆記本電腦品牌外，本集團正極力爭取其他主要筆記本電
腦品牌的生產訂單，以擴大項目來源，管理團隊相信此能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打
下更堅實基礎。本集團亦將以更審慎的態度分配內部資源及制訂未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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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團隊預期，商用筆記本電腦的系統更新需求將仍會持續一段時間，於上年度
因處理器供貨短缺事件而受到壓抑的更新需求，將於情況得到改善後得到釋放，
為筆記本電腦出貨量帶來支持。同時，筆記本電腦銷售於某些分部的強勁增長，
特別是遊戲筆記本電腦方面，亦正面地影響著筆記本電腦銷售行業。本集團管理
層將密切監察市場走勢，並審慎及時地調整其產品組合。

財務回顧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總額由去年同期約 232.5百萬港元增
加約8.9%至期內約253.1百萬港元。銷售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部分大型新項目開始
批量生產和出貨導致銷量增加，但由於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期內整體銷售單價
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而抵銷了部分的增長。

本集團的毛利由去年同期約46.7百萬港元減少約22.9%至期內約36.0百萬港元，主
要由於收入總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但毛利率受壓。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20.1%下降
至期內約 14.2%，主要由於筆記本電腦外殼製造業競爭加劇。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去年同期約7.6百萬港元減少約32.9%至期內約5.1百萬
港元。該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生產工廠附近的主要客戶的銷售增加以及距離其生
產工廠較遠的某些客戶的銷售減少，因此需要較少的運輸成本。

本集團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約35.8百萬港元減少約8.4%至期內約 32.8百
萬港元，主要由於上市開支及研發成本減少以及員工成本及福利增加的綜合影響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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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去年同期約5.8百萬港元增加約50.0%至期內約8.7百萬港元，
主要由於期內平均銀行貸款餘額和平均利率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由去年同期約3.1百萬港元減少約93.6%至期內約0.2百萬
港元，主要由於政府補貼減少所致。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收入淨額由去年同期約8.3百萬港元減少約86.8％至期內約1.1百
萬港元，主要由於匯兌淨收益減少所致。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 9.4百萬港
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約4.97港仙，相較去年同期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約為8.6百萬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
為5.01港仙。

本集團存貨周轉日數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254.0日增加至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約284.6日，主要由於受季節性影響。這是因為本集團產品的需求
一般於下半年較高，導致上半年收益較低，惟年中存貨水平需求較年底為高。因
此，於年中計算的存貨周轉日數將較年底計算的存貨周轉日數為長。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周轉日數約為 186.9

日，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79.4日多約7.5日。本集團的應付貿易賬款周
轉日數由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 71.2日增加至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約7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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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52.5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 

64.8百萬港元），其中大部分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計入
現金及銀行結存的受限制銀行結存約為8.0百萬港元（2018年12月31日：4.8百萬港
元）。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償還的附息銀行借款總額約為 328.3百萬港元
（2018年12月31日：約341.3百萬港元）。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超過一年的
應付附息銀行借款（2018年12月31日：無）。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綜合債務淨額╱權益總額）為約 72.2%

（2018年12月31日：72.5%）。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以內部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現有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以及上市及銀行貸款所產生的所得款
項淨額提供資金。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可滿足其流動資金需要。

僱員資料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合共僱用947名永久僱員（2018年6月30日：870名永久僱
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按其個人表現、專業資格、行業經驗及相關市場趨勢釐
定。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並評估員工之工作表現。僱員薪酬包括
薪金、補貼、花紅、社會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根據中國相關法規規定，本集
團參與由相關當地政府機關運作的社會保險計劃。香港之僱員則參與該司法權區
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於期內派付中期股息（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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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3月16日，本公司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上市」）。上
市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用及本集團就上市應付的相關開支）約為48.5百萬
港元。於2019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中合共26.8百萬港元已由本集團根據本公
司日期為 2018年2月28日的招股章程所載分配予以動用。

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使用概要︰

用途
佔總金額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

（於2019年
6月 30日）

已動用金額

（於2019年
6月 30日）

尚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租賃廠房 15.1% 7.3 0.7 6.6

翻新上述新廠房 19.9% 9.6 3.2 6.4

購買額外生產設施及
機械的資本開支 46.2% 22.4 15.0 7.4

提升本集團製造工序
自動化的資本開支 16.1% 7.8 6.5 1.3

加強銷售及營銷活動 0.3% 0.2 0.2 –

提升研發能力 2.4% 1.2 1.2 –    

總計 100% 48.5 26.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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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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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彼等均確認，於期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包括梁碧君女士、孫偉康先生及胡健生先生。梁碧君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本集團的
財務資料、本公司於期內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且認為該等報告
乃根據相關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適當的披露。

報告期後事項

於財政期間完結後，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重大事項須於本公
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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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最後，本人感謝全體員工及管理層團隊於期內之努力，並謹代表本集團，向所有客
戶及供應商表示衷心感謝，冀望未來繼續獲得大家支持。我們將繼續與股東們、
員工們並肩攜手，邁向更具現代化、更先進的水平發展，帶領本集團走向更光輝
的一頁！

承董事會命
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亞南

香港，2019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明利先生、王亞榆先生及王明志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王亞南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碧君女士、孫偉康先
生及胡健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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