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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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監管公告

上市規則第13.10B條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轉載自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所作出的公告。為遵
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規定，上市發行人若向其
證券上市的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發佈任何資料，亦須同時公佈向該其他交易所發
佈的資料。請參閱隨附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發出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偉連 鍾偉昌
鄭永耀 王圣洁

江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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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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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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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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實際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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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需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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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百分比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35,310 444,261 -2.0%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59,917 57,263 4.6%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率 13.8% 12.9%
稅前溢利 24,958 25,831 -3.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20,603 21,380 -3.6%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1.02美仙 11.44美仙 -3.7%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資產淨值 2.27美元 2.19美元 3.7%
淨負債比率 20.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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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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止第三季度（「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二零一九年首三季」）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
九個月（「二零一八年首三季」）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附註
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百分比
變動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百分比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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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 155,089 164,142 -5.5% 435,310 444,261 -2.0%
銷售成本 (134,945) (144,683) -6.7% (386,778) (392,895) -1.6%

毛利 20,144 19,459 3.5% 48,532 51,366 -5.5%
毛利率 13.0% 11.9% 11.1% 11.6%
其他經營收入及收益 1,263 432 192.4% 2,883 1,813 59.0%
分銷及銷售開支 (2,216) (2,612) -15.2% (6,847) (7,471) -8.4%
行政開支 (6,858) (7,953) -13.8% (17,306) (18,183) -4.8%
其他經營開支及虧損 (157) (86) 82.6% (270) (368) -26.6%
融資成本 3 (781) (646) 20.9% (2,034) (1,326) 53.4%

除稅前溢利 11,395 8,594 32.6% 24,958 25,831 -3.4%
所得稅開支 4 (1,236) (1,693) -27.0% (3,640) (3,842) -5.3%

期內溢利 10,159 6,901 47.2% 21,318 21,989 -3.1%

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9,772 6,530 49.6% 20,603 21,380 -3.6%
 非控股股東權益 387 371 4.3% 715 609 17.4%

10,159 6,901 47.2% 21,318 21,989 -3.1%

每股盈利（美仙） 6
 －基本及攤薄 5.23 3.49 49.9% 11.02 11.4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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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百分比
變動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百分比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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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10,876 10,519 3.4% 32,881 30,054 9.4%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n/m 123 123 n/m
呆賬撥備 91 2,476 -96.3% 732 2,362 -69.0%
（撥備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178) (13) 1269.2% 1,371 183 649.2%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百分比
變動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百分比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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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10,159 6,901 47.2% 21,318 21,989 -3.1%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44) 108 -233.3% (65) (44) 47.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扣除稅項） (144) 108 -233.3% (65) (44) 47.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015 7,009 42.9% 21,253 21,945 -3.2%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9,628 6,638 45.0% 20,538 21,336 -3.7%

 非控股股東權益 387 371 4.3% 715 609 17.4%

10,015 7,009 42.9% 21,253 21,94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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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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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8 25,077 82 98
 貿易應收賬款 10 188,630 186,477 – –
 應收票據 10 746 1,148 – –
 其他應收賬款 18,662 13,294 24 7
 預付土地使用權 399 399 – –
 存貨 11 46,857 39,631 – –
流動資產總值 284,812 266,026 106 105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319,418 335,141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2,244 12,367 – –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 8 7,322 8,398 – –
 投資物業 9 129,509 104,554 – –
 附屬公司 – – 474,430 474,747
 遞延稅項資產 39 39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68,532 460,499 474,430 474,747
總資產 753,344 726,525 474,536 474,85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65,773 55,353 – –
 貿易應付賬款 12 154,176 150,176 – –
 應付票據 12 11,059 15,442 – –
 其他應付賬款 35,896 31,418 4,355 4,385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255,749 247,163
 合約負債 1,690 679 – –
 稅項撥備 5,614 5,095 – –
流動負債總額 274,208 258,163 260,104 251,54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5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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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3 58,415 – –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股東權益
 股本 14 113,880 113,880 113,880 113,880
 儲備 297,170 284,109 100,552 109,42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411,050 397,989 214,432 223,3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673 11,958 – –
權益總額 423,723 409,947 214,432 223,304
負債及權益總額 753,344 726,525 474,536 47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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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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19,923 12,906 401,422 12,286 413,708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9,772 – 9,772 387 10,15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44) (144) – (14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 – – – (144) (144) – (14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9,772 (144) 9,628 387 10,015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29,695 12,762 411,050 12,673 423,723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6,530 – 6,530 371 6,901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08 108 – 10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 – – – – – 108 108 – 10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6,530 108 6,638 371 7,009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6,771 14,165 396,408 11,951 40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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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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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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首三季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20,603 – 20,603 715 21,31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65) (65) – (6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 – – – (65) (65) – (6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20,603 (65) 20,538 715 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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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7,477) – (7,477) – (7,477)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47 42,684 166 229,695 12,762 411,050 12,673 423,723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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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21,380 – 21,380 609 21,98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44) (44) – (4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 – – – (44) (44) – (4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21,380 (44) 21,336 609 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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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6,771 14,165 396,408 11,951 408,359



9

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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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i）
本公司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9,090 214,886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454) (45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8,636 214,432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190) (19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257 221,053

二零一九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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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395)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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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98,636 214,432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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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85) (785)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已付股息 – – (14,954)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257 221,053

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優先購股權儲備轉撥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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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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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5 8,594 24,958 25,831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呆賬撥備 91 2,476 732 2,362
 融資成本 781 646 2,034 1,32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876 10,519 32,881 30,054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123 12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241 (2) 264 (87)
 （撥備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178) (13) 1,371 183
 利息收入 (20) (21) (79) (71)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收入 23,227 22,240 62,284 59,721
存貨減少（增加） 274 (1,035) (8,597) (3,624)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 (780) (49) (8,020) (21,512)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減少） 1,023 117 (3,123) 1,106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23,744 21,273 42,544 35,691
已收利息收入 20 21 79 71
已付利息 (1,291) (646) (2,544) (1,433)
已付所得稅 (1,012) (1,098) (3,640) (3,190)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21,461 19,550 36,439 31,139

投資業務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02 2 239 196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9,993) (21,128) (23,857) (51,498)
在建投資物業產生之成本 (1,262) – (1,262)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所付訂金 (741) (1,730) (7,110) (5,977)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11,894) (22,856) (31,990) (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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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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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業務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8,424 11,936 33,496 52,536
償還銀行借款 (8,958) (7,229) (26,078) (16,304)
本公司支付股息 – – (7,477) (14,954)

融資業務（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534) 4,707 (59) 21,2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9,033 1,401 4,390 (4,86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830 20,019 25,077 25,985
外幣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
 現金結餘之影響淨額 (345) 188 51 48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518 21,608 29,518 21,60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518 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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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二零一九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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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製造及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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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84 6,126 435,310

分部業績 21,292 5,061 26,353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395)

除稅前溢利 2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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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317 129,509 – 723,826
未分配資產 – – 29,518 29,518

綜合資產總值 753,344

負債
分部負債 (316,489) (7,518) – (324,007)
未分配負債 – – (5,614) (5,614)

綜合負債總額 (32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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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製造及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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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919 6,342 444,261

分部業績 21,155 5,461 26,61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785)

除稅前溢利 2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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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260 107,053 – 689,313
未分配資產 – – 21,608 21,608

綜合資產總值 710,921

負債
分部負債 (298,202) (1,526) – (299,728)
未分配負債 – – (2,834) (2,834)

綜合負債總額 (30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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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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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 1,556
減：撥充資本金額 (158) (230)

2,034 1,326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新加坡所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349 2,696
–香港所得稅 291 355

3,640 3,051
遞延稅項 – 791

3,640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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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去年同期並無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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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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9,772 6,530 20,603 21,38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九年
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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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3.49 11.02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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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未經審核）

美元
（經審核）

美元
（未經審核）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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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2.19 1.15 1.19

* 按於二零一九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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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首三季：約57,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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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於報告期間，價值25,000,000美元的物業、機器及設備因用途變更而被轉撥至投資物業。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第三方 180,145 179,250
 –關聯公司（附註） 13,009 12,72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524) (5,494)

188,630 186,477
應收票據 746 1,148

總計 189,376 18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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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
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90天以內 149,080 156,701
91至180天 39,550 29,776

188,630 186,477

貿易應收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30至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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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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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原材料 15,319 11,477
在製品 14,358 11,903
產成品 17,180 16,251

46,857 39,631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97,011 99,985
 –關聯公司（附註） 57,165 50,191

154,176 150,176
應付票據 11,059 15,442

總計 165,235 165,618

附註： 關聯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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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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90天以內 88,976 91,938
91至180天 38,907 41,132
180天以上 26,293 17,106

154,176 150,176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15至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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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銀行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經審核）

無抵押：
銀行貸款 116,621 109,203

包括於以下時間到期的款項：
– 一年內 65,773 55,353
– 超過一年 50,848 53,850

116,621 109,203

本集團的外部借貸總額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6.8%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約116,600,000美元。



21

14. 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86,919,962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6,919,962股）。

15. 優先購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截
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概無根據二零一八年依利安達僱員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優先購股
權。

16.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定義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
10,6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900,000美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約為479,100,000美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68,400,000美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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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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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宣佈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及二零一九年首三季（「回顧期」）的業績。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產能維持良好的設備使用率。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之
營業額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5.5%至155,1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164,100,000美元）。於回顧期內，由於人民幣貶值對集團有正面影響，加上成本
控制效果理想，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的應佔溢利淨額較二零一八年同期
錄得明顯增長。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之應佔溢利淨額（除稅及扣除非控股股東權
益後溢利）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上升49.6%至9,8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6,500,000美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之毛利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之19,500,000美元增加
3.5%至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之20,100,000美元，毛利率為13.0%（二零一八年第三
季度：11.9%）。本集團未扣除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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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上升約16.7%至23,100,000美元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19,800,000美元）。本集團繼續產生穩定經營現金流。

產品組合方面，於二零一九年首三季，通訊及網絡產品（包括手機）佔本集團印刷
線路板銷售總額約45.1%（二零一八年首三季度：46.6%），汽車印刷線路板銷售額
佔本集團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20.3%（二零一八年首三季度：22.7%）。其他產品
（包括電腦及周邊設備、消費電子及工業用相關產品）佔本集團印刷線路板銷售總
額的34.6%（二零一八年首三季度：30.7%）。高精密度互連（「高精密度互連」）印
刷線路板於二零一九年首三季則佔本集團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22.1%（二零一八
年首三季度：25.0%）。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0,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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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流動比率則為1.03。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淨營運資金週期為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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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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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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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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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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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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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
49%）。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約為423,700,000美元（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09,900,000美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持有的手頭現金及未動用的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約29,500,000美元及55,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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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臨有關人民
幣與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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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金。本公司已於本年度採納僱員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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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集團已踏入本年度最後一季，本集團的銷售
及營銷團隊已開始與其客戶磋商來年的訂單分配。本集團相信其能夠在來年取得
到更多的訂單，在各目標市場搶佔更大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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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或審閱財務業績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及二零一九年首三季的數字根據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並未經本集團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預測陳述

本公司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陳述。

於交易所網站披露

本公告將在新交所網站 (ht tp: / /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 (ht 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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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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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於呈報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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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二零一九年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二零一九年首三季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購買機器及設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8,203 9,091

– – 8,203 9,091

購買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108,171 81,607
Delta Realty Limited 132 62 – -
衡陽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 – 1,681 1,795
香港玻璃纖維有限公司 – – 20,627 21,168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 – 885 1,525

132 62 131,364 106,095

提供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3,412 3,194
揚宣電子有限公司 – – 136 1
科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線路有限公司 – – 11,468 17,023

– – 15,016 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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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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0(1)條所需
作出的承諾（按新交所上市手冊附錄7.7所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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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及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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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偉連 鍾偉昌
鄭永耀 王圣洁

江子榮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