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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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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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5(2)條就有關按季度刊
發財務報表作出之修訂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生效，據此，威雅利電子（集團）
有限公司（「本公司」）現毋須再按季度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根據
經修訂之第705(2)條，僅在發行人之最新財務報表中其外聘核數師已發表不利意見、
保留意見或作出不發表意見聲明，又或已表示存在關於持續經營之重大不明朗因
素之情況，有關發行人才需要遵守作出季度報告之強制規定，而本公司並無出現
上述之情況。然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決定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作出一次性的自願公告。
董事會已決定自下一個財政年度起不再作出此類季度報告，並將會僅公佈其半年
及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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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獨立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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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在新交所網頁刊發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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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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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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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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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829 3,017,671 -16.4

毛利 156,243 280,555 -4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59,991) 6,041 NM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60,324) 300 NM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70.80) 0.35 NM

NM－並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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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會（分別為「本公司」及「董事會」）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
季度（「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二零一九財
年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851,422 862,846 -1.3 2,523,829 3,017,671 -16.4
銷售成本 (794,388) (789,501) +0.6 (2,367,586) (2,737,116) -13.5

毛利 57,034 73,345 -22.2 156,243 280,555 -44.3
其他收入 1,089 1,013 +7.5 2,708 2,633 +2.8
分銷成本 (8,086) (10,946) -26.1 (23,474) (35,026) -33.0
行政開支 (49,727) (52,775) -5.8 (148,017) (167,436) -11.6
其他收益及虧損 4,156 (5,848) NM (12,542) (39,909) -68.6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 – – (6,700) – NM
融資成本 (8,899) (12,903) -31.0 (28,209) (34,776) -18.9

除稅前（虧損）溢利 (4,433) (8,114) -45.4 (59,991) 6,041 NM
所得稅開支 (71) 1,689 NM (333) (5,741) -94.2

期內（虧損）溢利 3 (4,504) (6,425) -29.9 (60,324) 300 NM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已轉撥至投資物業之租賃土地及 

樓宇之重估收益 – – – 7,355 – NM
－有關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之 

收益的所得稅 – – – (5,018) – NM

– – – 2,337 –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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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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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4 (2,284) NM (11,829) (24,246) -51.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2,574 (2,284) NM (9,492) (24,246) -6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930) (8,709) -77.8 (69,816) (23,946) +191.6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港仙） (5.29) (7.54) -29.8 (70.80) 0.35 NM

－攤薄（港仙） (5.29) (7.54) -29.8 (70.80) 0.35 NM

NM－並無意義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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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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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47 279,355

使用權資產 15,239 –

預付租賃款項－非當期 – 544

投資物業 8,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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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6 16,514

遞延稅項資產 1,982 1,972

受限制銀行存款 2,225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06,943 300,386

流動資產
存貨 395,830 689,898

貿易應收款項 812,596 768,42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4,540 10,019

預付租賃款項－當期 – 12

可收回所得稅 12,284 12,201

衍生金融工具 5 31

受限制銀行存款 2,224 4,6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9,630 297,498

流動資產總值 1,477,109 1,782,760

總資產 1,784,052 2,083,146



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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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78 310,863
其他應付款項 33,235 34,776
合約負債 5,486 8,604
應付所得稅 202 2,927
信託收據貸款 543,414 591,998
銀行借款 233,604 434,147
衍生金融工具 1,151 540
租賃負債 10,942 –

流動負債總額 1,164,312 1,383,855

流動資產淨值 312,797 398,9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9,740 699,2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 85,207 85,207
儲備 498,556 585,4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83,763 670,62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1,567 28,671
租賃負債 4,41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977 28,671

負債及權益總額 1,784,052 2,0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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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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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4,854 18,446 109,032 (993) (16,448) (3,561) 287,676 674,21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期內虧損 – – – – – – – (6,425) (6,42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2,284) – – – (2,284)

總計 – – – – (2,284) – – (6,425) (8,709)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
確認：
註銷購股權 – (1,303) – – – – – 1,303 –

總計 – (1,303) – – – – – 1,303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551 18,446 109,032 (3,277) (16,448) (3,561) 282,554 665,504

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459 19,878 124,278 (10,542) (16,448) (3,561) 193,422 585,693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期內虧損 – – – – – – – (4,504) (4,50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2,574 – – – 2,574

總計 – – – – 2,574 – – (4,504) (1,930)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
確認：
購股權失效 – (1) – – – – – 1 –

總計 – (1) – – – – – 1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458 19,878 124,278 (7,968) (16,448) (3,561) 188,919 58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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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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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341 197,794 18,134 109,032 20,969 (16,448) (3,561) 313,797 716,058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 – 300 300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24,246) – – – (24,246)

總計 – – – – (24,246) – – 300 (23,946)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
確認：
行使購股權 1,120 3,696 – – – – – – 4,816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福利 – 1,110 – – – – – – 1,110
註銷購股權 – (1,303) – – – – – 1,303 –
根據發行紅股而發行新股份 7,746 (7,746) – – – – – – –
已付股息（附註6） – – – – – – – (32,534) (32,534)
轉撥法定儲備 – – 312 – – – – (312) –

總計 8,866 (4,243) 312 – – – – (31,543) (26,608)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551 18,446 109,032 (3,277) (16,448) (3,561) 282,554 66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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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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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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期內虧損 – – – – – – – (60,324) (60,32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2,337 (11,829) – – – (9,492)

總計 – – – 2,337 (11,829) – – (60,324) (69,816)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
確認：
註銷購股權 – (92) – – – – – 92 –
購股權失效 – (1) – – – – – 1 –
已付股息（附註6） – – – – – – – (17,041) (17,041)
轉撥法定儲備 – – 298 – – – – (298) –

總計 – (93) 298 – – – – (17,246) (17,041)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458 19,878 124,278 (7,968) (16,448) (3,561) 188,919 58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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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收購若干當時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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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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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79,948 135,698 215,653 (58,51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4) (4,898) (993) (1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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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154) (4,898) (3,319) (25,53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已付股東股息 – – (17,041) (32,534)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 – – – 4,816

償還信託收據貸款 (606,331) (703,554) (1,702,006) (2,261,319)

信託收據貸款所得款項 597,425 577,812 1,653,422 2,264,836

償還銀行借款 (299,002) (228,035) (809,664) (524,783)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233,660 213,427 610,600 597,867

償還租賃負債 (2,724) – (7,948) –

(76,972) (140,350) (272,637) 48,8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822 (9,550) (60,303) (35,16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1,465 296,209 297,498 32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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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3 (38) 2,435 (5,26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9,630 286,621 239,630 28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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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三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Victoria Place, 5/F,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0, Bermuda，主
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200號偉倫中心第二期24樓。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
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買賣。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已約整至最接近的
千位，惟另有指明者除外。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元器件買賣。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如合適）
除外。

除應用新會計政策，以及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新訂及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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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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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布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
而此等新訂準則及修訂對本集團在編製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期間的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強制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具負值補償的預付特點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的 

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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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本
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作為承租人）以及並無重列首次應用日期之前年度的比較資料。租賃
負債以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按相等於相關租賃負債之金額（已就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
作出調整）確認額外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以下調整是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已確認的金額作出。未受變
更影響的單行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過往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報告之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

之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20,006 20,006

預付租賃款項 544 (544) –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2 (12)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9,072) (9,07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0,378) (1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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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時或之後達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 3 – 9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94,388 789,501 2,367,586 2,737,1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92 3,435 10,631 9,865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i） 2,752 – 7,605 –

董事酬金（附註ii） 2,749 3,233 8,245 9,3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 68 46

向核數師支付的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479 533 1,581 1,600

其他核數師 42 31 117 123

向核數師支付的非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216 258 660 589

員工費用（不包括董事酬金）（附註ii） 30,835 33,944 90,098 108,90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540) 4,996 11,838 38,983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虧損淨額 2,384 851 636 88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福利開支 – – – 1,110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42) (574) (1,635) (1,390)

借款的利息開支 8,735 12,903 27,754 34,776

貿易應收款項的已確認減值虧損 – – 6,700 –

存貨（撥回）撥備 (35) 905 18,789 2,590

附註：

(i) 經營租賃的若干租賃開支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
日起生效）的採納而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折舊。

(ii)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員工費用及董事酬金分別包
括界定供款計劃的費用13,557,000港元及14,32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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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20,000 1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76,341 76,341

行使購股權 1,120 1,120

發行紅股（附註） 7,746 7,746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85,207 85,207

本公司並無庫存股份。

附註： 根據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完成的發行紅股，合共7,746,089股紅股已按於二零
一八年八月十日持有每十(10)股現有股份獲發一(1)股紅股（「發行紅股」）的基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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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福利

本公司採納威雅利電子僱員購股權計劃II（「僱員購股權計劃II」）及威雅利電子僱員購股權計
劃III（「僱員購股權計劃III」）以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

僱員購股權計劃II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II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採用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計算。

下表披露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II授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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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1,600

期內就發行紅股作出調整（附註） 16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1,760

期內失效 (1,76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

僱員購股權計劃III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僱員購股權計劃III之購股權持有人行使部分
購股權，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及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按行使價每股4.30港元認購
290,000股及83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1.00港元的股份。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購股權獲行使日
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股5.99港元。

下表披露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III授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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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3,080,000

期內行使 (1,120,000)

期內就發行紅股作出調整（附註） 196,000

期內註銷 (1,166,0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990,000

期內註銷 (82,50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可認購普通股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9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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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福利－續

僱員購股權計劃III－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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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III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採用二項期權定價模式計算。輸入模式的數
據如下：

僱員購股權計劃III

授出日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於估值日期的股價 4.07港元
行使價 4.30港元
預期波幅 48.41%

無風險利率 1.49%

預期股息率 7.62%

行使期 9年
歸屬期 1年

每份購股權之公平值 1.23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福利開支1,110,000港元
已於損益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並無確認此類開支。

6.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
本公司股東（「股東」）宣派及派付單一免稅末期股息每股20.0港仙（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末期股息每股42.0港仙）。於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派付之末期股息總額為17,041,000港元
（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32,534,000港元）。

董事會已議決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不派發股息（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
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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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集團數字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4,504) (4,504) (6,425) (6,425) (60,324) (60,324) 300 30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4,682,209 84,682,209

就可攤薄潛在普通股作出調整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 52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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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5,207,049 84,682,209 85,207,885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5.29) (5.29) (7.54) (7.54) (70.80) (70.80) 0.35 0.35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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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間之每股虧損減少。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可攤薄潛在普通股，以及每股基本及攤
薄（虧損）盈利均已就發行紅股（定義見上文附註4）的影響作出調整。

8. 資產淨值

本集團及本公司層面上分別的本公司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列示如下：

集團數字 公司數字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本公司於期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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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11 787.05 422.28 429.46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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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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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本公司財務狀況表之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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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68 117,47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8,482 151,284

流動資產
應收附屬公司之款項 184,596 227,239

預付款項 265 83

可收回所得稅 173 3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86 3,235

流動資產總值 186,120 230,888

總資產 364,602 382,17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096 1,467

財務擔保負債 3,693 14,774

流動負債總額 4,789 16,241

流動資產淨值 181,331 214,6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9,813 365,9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5,207 85,207

儲備 274,606 280,7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9,813 365,931

負債及權益總額 364,602 38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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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本公司權益變動表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股本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一日（未經審核） 85,207 194,854 62,525 342,586

期內溢利，即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3,060 3,060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確認：
註銷購股權 – (1,303) 1,303 –

總計 – (1,303) 1,303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
審核） 85,207 193,551 66,888 345,646

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未經審核） 85,207 193,459 77,496 356,162

期內溢利，即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3,651 3,651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確認：
購股權失效 – (1) 1 –

總計 – (1) 1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458 81,148 35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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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本公司權益變動表之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

股本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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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445 9,445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確認：
行使購股權 1,120 3,696 – 4,816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福利 – 1,110 – 1,110

註銷購股權 – (1,303) 1,303 –

根據發行紅股而發行新股份 7,746 (7,746) – –

已付股息（附註6） – – (32,534) (32,534)

總計 8,866 (4,243) (31,231) (26,608)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551 66,888 345,646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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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923 10,923

與擁有人的交易，直接於權益確認：
註銷購股權 – (92) 92 –

購股權失效 – (1) 1 –

已付股息（附註6） – – (17,041) (17,041)

總計 – (93) (16,948) (17,041)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5,207 193,458 81,148 35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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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
錄得應佔虧損60.3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二零
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則錄得應佔溢利0.3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間內的收
益及毛利率下跌，令毛利減少所致。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因於需求疲弱引發激烈的
價格競爭以及我們清理於去年積累的緩衝庫存所致。

第三季度回顧—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相比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

收益

本集團的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二零一九財年
第三季度」）的862.8百萬港元減少1.3%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
度（「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851.4百萬港元。

按產品應用行業劃分的收益

二零二零財年
第三季度

二零一九財年
第三季度 增加（減少）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工業 231,532 27.2% 233,301 27.0% (1,769) (0.8%)

家電 191,949 22.5% 127,135 14.7% 64,814 51.0%

汽車電子 141,375 16.6% 117,827 13.7% 23,548 20.0%

電訊 66,812 7.9% 132,130 15.3% (65,318) (49.4%)

分銷商 63,045 7.4% 86,794 10.1% (23,749) (27.4%)

影音 47,945 5.6% 56,546 6.6% (8,601) (15.2%)

電子製造服務 

（「電子製造服務」） 56,430 6.6% 56,444 6.5% (14) (0.0%)

照明 33,769 4.0% 23,373 2.7% 10,396 44.5%

其他 18,565 2.2% 29,296 3.4% (10,731) (36.6%)

851,422 100.0% 862,846 100.0% (11,424) (1.3%)

中美貿易衝突繼續影響出口業務和整體消費者信心。本集團發揮中國國內消費強
勁帶來的機遇而得以減輕經營環境疲弱的影響，在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銷售
達851.4百萬港元，與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的862.8百萬港元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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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季度，分銷商以及影音此兩個同服務出口市場及對人民幣（「人民幣」）匯價
走勢敏感的分部表現仍然疲弱，而另一個對出口市道敏感的分部—工業，則在國
內需求帶動下能夠按年（「按年」）維持相約水平之銷售。同時，由於一名主要客戶
贏得一項國內舞台照明項目，照明分部的業績按年急升44.5%。

通過專注於國內消費，我們成功捕捉汽車電子和家電分部的市道回升機遇。受惠
於當局收緊排放標準和新車功能的進一步升級，汽車電子分部的銷售增長20.0%。
家電是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表現最出色的分部，其銷售按年躍升51.0%，乃由
於對節能功能的需求更為殷切，與我們致力在該領域提供服務和解決方案的工作
起相輔相成之效應所致。

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電訊分部仍然疲弱，銷售按年下降49.4%。我們預計該分
部將持續乏力，因為我們一名主要客戶受到失去一項重大項目所影響，預計其將
難以在短期內恢復。因此，本集團擬將資源投放在其他增長領域，同時密切注視
市況。

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的8.5%下降至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
6.7%。於二零一九年，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導致消費市道和營商環境疲弱，並
對市場信心造成極大衝擊。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因於市場需求疲弱而引發的價格競
爭以及我們清理於去年積累的緩衝庫存所致。然而，我們看到毛利率較截至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略有改善。

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的10.9百萬港元減少2.8百萬港元或26.1%至二
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8.1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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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收緊回顧期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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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的52.8百萬港元減少3.1百萬港元或5.8%至二零
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49.7百萬港元。此主要是由於(i)引入成本控制措施及(ii)平均
人手數目下降令員工成本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其他收益為4.2百萬港元，乃源於一項匯兌收益（主要源
自回顧期間內人民幣匯價上升）（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其他虧損5.8百萬港元，
乃由於匯兌虧損（主要源自人民幣匯價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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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財年第三季度的12.9百萬港元減少4.0百萬港元或31.0%至二
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8.9百萬港元。融資成本減少主要是因為平均信託收據貸款
及銀行借款較去年同期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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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百萬港元的若干租金開支已重新分類為融資成本。

九個月回顧—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相比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收益

本集團的銷售收益由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的3,017.7百萬港元減少16.4%至二
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2,523.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及經濟氣
氛疲弱所致。中國的出口和國內市場均繼續受到拖延已逾一年的中美貿易緊張局
勢波及。本集團數名客戶因若干項目的推遲或取消而受到影響，儘管本集團已就
此致力與客戶進行磋商並採取措施清理庫存，但仍出現剩餘庫存的情況。此外，
人民幣匯價下跌進一步削弱中國國內客戶的購買力，本集團不得不提供更具競爭
力的價格以應對變化。

按產品應用行業劃分的收益

二零二零財年
首三個季度

二零一九財年
首三個季度 增加（減少）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工業 687,418 27.2% 789,142 26.2% (101,724) (12.9%)

家電 496,717 19.7% 433,351 14.4% 63,366 14.6%

汽車電子 389,202 15.4% 354,075 11.7% 35,127 9.9%

電訊 232,762 9.2% 598,703 19.8% (365,941) (61.1%)

分銷商 227,241 9.0% 285,636 9.5% (58,395) (20.4%)

影音 171,444 6.8% 213,222 7.1% (41,778) (19.6%)

電子製造服務 168,021 6.7% 174,957 5.8% (6,936) (4.0%)

照明 91,489 3.6% 82,601 2.7% 8,888 10.8%

其他 59,535 2.4% 85,984 2.8% (26,449) (30.8%)

2,523,829 100.0% 3,017,671 100.0% (493,842) (16.4%)

工業

工業分部繼續是本集團的最大收益來源。儘管收益較去年同期下跌12.9%，我們
看到此分部於二零二零財年第三季度的業績在國內需求推動下回升，我們相信，
內需將繼續是此分部應用的未來增長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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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

於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家電分部的收益為496.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4.6%。此分部的回升主要得力於國內需求和節能需求的增加。此分部受惠於我
們致力投入更多資源以提供逆變器功能方向的增值服務，從而增強節能的效能。

汽車電子

於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汽車電子分部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9.9%至389.2百
萬港元。由於汽車市場對中國甚為重要，加上中國一直致力推動汽車業的長遠發
展，此分部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回報。我們對於與全國汽車製造商建立銷售網
絡的策略仍然充滿信心，並將繼續投入資源在新車解決方案之開發。

電訊

於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電訊分部的收益為232.8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61.1%。儘管消費者因期待5G電訊產品面市而暫緩購買，但智能手機市場的疲弱
是源於4G市場的飽和。此外，我們會謹慎監控客戶在此充滿挑戰時期中的應對能
力。我們認為此分部的風險仍高，本集團將審慎監察手機市場的變化。

分銷商和影音

此兩個分部均為服務出口市場以及受到人民幣走勢左右，並受到二零二零財年首
三個季度內出口市場疲弱及人民幣匯價下跌所影響。分銷商以及影音分部的收益
分別按年下跌20.4%及19.6%。我們將仔細監察變化並相應調整策略。

電子製造服務

該分部於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收益較去年同期按年下跌4.0%至168.0百萬港
元。中國的電子製造服務廠商受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所衝擊，需時回復。

照明

該分部在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8%至91.5百萬港
元。由於客戶更為專注於國內需求和高端應用上，特別是在大功率和智能物聯網
方面，此趨勢具備為本集團的產品創造更多機會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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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的9.3%下降至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
度的6.2%。於二零一九年，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導致消費市道和營商環境疲弱，
並對市場信心造成極大衝擊。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因於需求疲弱而引發的價格競爭
以及我們清理緩衝庫存所致。

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的35.0百萬港元減少11.5百萬港元或33.0%至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23.5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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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個季度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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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個季度的167.4百萬港元減少19.4百萬港元或11.6%

至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148.0百萬港元。此主要是由於(i)在二零二零財年首
三個季度引入的成本控制措施；(ii)平均人手數目下降令員工成本減少及(iii)並無
於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就翻新及搬遷香港倉庫而錄得的處所及倉庫搬遷開支
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其他虧損為12.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39.9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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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減值虧損為6.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財年首三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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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個季度的34.8百萬港元減少6.6百萬港元或18.9%至
二零二零財年首三個季度的28.2百萬港元。減少主要是因為平均信託收據貸款及
銀行借款較去年同期下降，而此方面之影響因平均利率上升而被略為抵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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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百萬港元的若干租金
開支已重新分類為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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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財務狀況

與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情況相比，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信託收
據貸款減少48.6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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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36.3百萬港元。信託收據貸款的減少主
要是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存貨水平下降所致。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情況相比，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款項增加44.2

百萬港元，是由於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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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個月。

存貨

存貨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689.9百萬港元減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395.8百萬港元。存貨周轉天數由2.5個月減至1.5個月。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營運資金312.8百萬港元，當中包括
現金結餘239.6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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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減少57.9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投資
活動現金流出3.3百萬港元及融資活動現金流出272.6百萬港元以及經營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入215.7百萬港元的淨影響所致。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是因存貨減少而部份影響被貿易應收款項增加所抵
銷後的淨影響所致。清理緩衝庫存令存貨減少，而與接近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銷售收益相比，接近回顧期末銷售收益增加則令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是由於存貨減少令信託收據貸款及銀行借款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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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本集團的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如下：

須於一年內償還或須按要求償還之金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98,604 678,414 209,147 816,998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 – –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92.1百萬港元）的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已通過將此等貿易應收款項按附有全面追
索權之基準貼現而轉讓予銀行。由於本集團並無將此等應收款項之相關重大風險
及回報轉讓，其繼續確認此等應收款項之全部賬面值，並已將因轉讓而收到之現
金確認作98.6百萬港元之有抵押借款。

策略及前景（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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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構成影響的任何已
知因素或事項的評論）
二零二零年一月中旬簽署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可視之為中美貿易爭端的暫
時停火，但其影響尚待觀察。我們將繼續密切注視局勢發展。

令情況雪上加霜的是，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以來，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在中國各地陸續爆發，並蔓延至其他國家。鑑於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
病毒疾病的風險不斷升級，中國政府已發布通知延長農曆新年假期，務求減少人
民外出的機會，以遏制此冠狀病毒的傳播。由於工廠被迫關閉，此將對全球供應
鏈造成干擾，並最終拖累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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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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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九
財年首三個季度：無）。由於本集團擬保留現金作業務營運，因此並無就二零二
零財年首三個季度宣派股息。

財務業績的審核或審閱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九個月之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
及本公司之簡明財務狀況表及簡明權益變動表並未由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香港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或審閱。

補充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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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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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5(5)條對財務業績作出否定式確認

吾等代表董事會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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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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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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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及執行人員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20(1)條作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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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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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