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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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我們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收益達約307,521,000美元，較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同期增加約58.9%。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28,164,000美元，
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淨額約為815,000美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財政期間之每股盈利為3.4美分，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
止財政期間之每股盈利為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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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中期
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本公
司各股東（「股東」）之中期報告內。中期財務業績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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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及4 307,521 193,483

銷售成本 (258,683) (173,345)  

毛利 48,838 20,138

其他收益 2,146 2,098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2,617 (3,7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00) (892)
行政開支 (17,516) (17,251)  

經營溢利 34,885 345

融資成本 5(a) (359) (430)
捐款 — (15)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34,526 (100)

所得稅（支出）╱計入 6 (6,362) 915  

期內溢利 28,164 815  

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0.034元 0.0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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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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千元 千元

期內溢利 28,164 81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稅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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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4) (881)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負債淨額 (23) (1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5,457) (89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2,707 (84)  



– 4 –

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93,632 98,332
無形資產 6,037 6,499
其他應收款項 3,354 6,269
遞延稅項資產 6,398 6,756  

109,421 117,856  

流動資產

存貨 48,615 70,1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90,051 114,805
可收回即期稅項 60 355
已抵押存款 — 3,113
銀行存款 15,531 34,95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3,141 119,571  

287,398 342,98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66,324 104,330
租賃負債 2,047 1,805
即期應付稅項 7,186 5,122  

75,557 111,257  

流動資產淨額 211,841 231,7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1,262 34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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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392 13,443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114 168  

12,506 13,611  

資產淨值 308,756 335,96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326 3,326
儲備 305,430 332,642  

權益總額 308,756 33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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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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資料獲授權於2020年8月6日刊發。

除預期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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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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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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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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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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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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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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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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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07,417 192,978 104 505 307,521 193,483
可呈報分部收益 307,417 192,978 104 505 307,521 193,483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49,352 21,212 (514) (1,074) 48,838 20,138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為毛利╱（毛損）。

(b) 可呈報分部損益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元 千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48,838 20,138
其他收益 2,146 2,098
其他淨收入╱（虧損） 2,617 (3,7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00) (892)
行政開支 (17,516) (17,251)
融資成本 (359) (430)
捐款 — (15)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34,5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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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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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286,000元（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473,829,000元），及可呈報分部溢利106,477,000元（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56,42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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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的利息 359 430
  

(b) 其他項目

攤銷 516 528
折舊 9,347 12,694
研究及發展成本（折舊除外） 8,377 8,227
利息收入 (1,227) (1,365)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 3,20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9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4,099 42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1,987 (207)
遞延稅項 276 (750)  

所得稅扣除╱（計入） 6,362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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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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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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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按相同基準計算。

位於香港以外地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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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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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母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28,164,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溢利8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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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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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攤薄潛力的已發行普通股，因此，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擁有資產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廠房及設備項目，成本為6,589,000元（截
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192,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出售賬
面淨值為28,000元的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241,000元），
導致產生出售虧損零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206,000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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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90,000元（2019年12月31日：$113,7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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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50,229 60,934
超過1至2個月 35,851 51,166
超過2至3個月 1,077 50
超過3個月 507 100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87,664 112,25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387 2,555  

90,051 11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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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44,172 54,226
超過1至3個月 14,347 41,119
超過3至6個月 16 20  

貿易應付款項 58,535 95,36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789 8,965  

66,324 10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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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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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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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40港仙的末期股息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
11.1987港仙) 26,000 12,000
有關過往財政年度於中期後批准及派付每
股股份22.3976港仙的特別股息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元） 24,000 —  

50,000 12,000  

(b) 以股本支付的股份交易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授出購股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0,000份購股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1,000,000份購股權（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無）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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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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307.5百萬美元，而於2019年上半年，則收益為193.5
百萬美元。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純利為28.2百萬美元，而於2019年上半年，則
純利為0.8百萬美元。

相機模組

相機模組（「相機模組」）的供應鏈競爭日趨激烈。然而，本集團的相機模組業務
收益於報告期間較2019年同期增加59.3%，主要是由於客戶訂單增加及產品單
價上升所致。報告期間對相機模組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病（「新
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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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部件

本公司目前提供一款名為是「藍色濾光片」的光學部件產品，其為相機模組的
主要部件之一。於報告期間，由於智能手機行業下行導致需求減少，本公司藍
色濾光片的銷售額亦有所下降。因此，本集團報告期間的光學部件銷售額較
2019年同期下降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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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金額 %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百分比除外）

收益
相機模組 307.4 193.0 114.4 59.3%
光學部件 0.1 0.5 (0.4) (79.4)%    

總計 307.5 193.5 114.0 58.9%    

展望及未來策略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2020年下半年智能手機行業的展望尚不明朗，但由於本
集團與其主要客戶現有關係良好、對更先進及新穎的產品及技術的持續努力
和投資，加上其卓越的營運能力將加強成本競爭力及增加利潤，本公司對2020
年餘下年度的前景仍然持樂觀態度。

在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相機模組供應的同時，為進一步拓展本集團的業務及
營運，本集團一直尋求有助其未來增長的新商機。

鑑於新冠病毒疫情，本集團將繼續維持清潔的工作環境，並採取所有必要的預
防措施及安全措施，以保護其僱員、供應商及客戶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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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396.8百萬美元（2019年12月31日：460.8百
萬美元）；流動資產淨值211.8百萬美元（2019年12月31日：231.7百萬美元）及權
益總額308.8百萬美元（2019年12月31日：336.0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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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本集團申報133.1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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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存款（2019年12月31日：3.1百萬美元，向中
國當地海關當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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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
間為6.6百萬美元，而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12.2百萬美元。本集團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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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管理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有2,896名全職員工（2019年12月31日：2,696名）。
報告期間的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18.3百萬美元（2019年上半年：
18.2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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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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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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考慮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經濟前景極不明朗，董事會認為，為其未來擴展計劃
保留更多現金乃更謹慎之舉。因此，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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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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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
間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規管其營運以及實行適當之企業管治。本公司於報告
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一直全面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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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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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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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整段報告期間一直
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於報告期間後之事項

自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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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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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並將可在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重瑛

香港，2020年8月6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重瑛先生及Cho Young H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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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