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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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NL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通力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49）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營業額 8,146.6 7,303.0 11.6%
毛利 1,095.5 831.6 31.7%
經營溢利 334.3 297.7 12.3%
本年溢利 271.2 221.2 22.6%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68.7 223.1 20.4%
每股基本盈利（港元） 1.03 0.87 18.4%
全年每股股息（港元）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港元） 0.35 0.30 16.7%

摘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8,146.6百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11.6%。毛利約1,095.5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1.7%。經營溢利約
334.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3%。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68.7百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20.4%。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35港元。

音頻產品總體銷售額約5,823.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5.1%。耳機銷售額約
1,055.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49.7%。視頻產品銷售額約211.0百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下降46.8%。IoT相關產品銷售額約128.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20.4%。配套產品總體銷售額約786.6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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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8,146,641 7,302,951

銷售成本 (7,051,162) (6,471,337)

毛利 1,095,479 831,61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48,209 168,07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0,709) (149,755)
行政支出 (331,083) (279,834)
研發成本 (370,351) (255,572)
其他營運支出淨額 (17,250) (16,872)

334,295 297,652

融資成本 4 (31,877) (20,705)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320) 5,361

除稅前溢利 5 302,098 282,308
所得稅開支 6 (30,885) (61,149)

本年度溢利 271,213 221,159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現金流量對沖：
本年度對沖工具產生之公平值變動之 
有效部份 1,919 1,897
計入損益之虧損╱（收益）重新分類調整 (11,127) 8,309
所得稅影響 (160) 5,913

(9,368) 16,119

匯兌波動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 (31,706) (4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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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除稅淨額 (41,074) (31,105)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30,139 190,054

溢利╱（虧損）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268,746 223,135

非控股權益 2,467 (1,976)

271,213 221,159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228,593 192,540

非控股權益 1,546 (2,486)

230,139 190,054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1.03港元 0.87港元

攤薄 1.00港元 0.85港元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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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6,062 818,212
預付土地租賃費 – 66,305
商譽 4,002 4,091
其他無形資產 – 6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1,918 –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2,937 18,060
遞延稅項資產 79,523 79,296

非流動資產合計 1,254,442 986,029

流動資產
存貨 1,248,668 1,268,15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9 2,154,029 1,231,23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11,177 399,833
可收回稅項 7,071 4,695
衍生金融工具 3,755 65,48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39,193 749,466

流動資產合計 4,363,893 3,718,8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2,318,109 1,860,556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854,785 730,053
應付稅項 90,990 81,827
衍生金融工具 1,000 50,133
計息銀行借貸 69,377 73,338
預計負債 232,543 218,362

流動負債合計 3,566,804 3,014,269

淨流動資產 797,089 704,5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51,531 1,6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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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679 15,350
其他應付款項 24,238 –
計息銀行借貸 165,336 –

非流動負債合計 200,253 15,350

淨資產 1,851,278 1,675,274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11 272,459 268,474
儲備 1,515,925 1,330,301

1,788,384 1,598,775

非控股權益 62,894 76,499

權益合計 1,851,278 1,675,274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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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本財務報
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另有說明者，該等財務報表均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所有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
屬公司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通過參與投資對象之相
關活動而承擔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有權享有可變回報，並且有能力運用對投資對象之權力（即是
使本集團目前有能力主導投資對象之相關活動之現時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當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投資對象大多數之投票或類似權利，在評估其是否擁有對投資對
象之權力時，本集團會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象其他投票權持有者之合同安排；

(b) 其他合同安排產生之權利；及

(c) 本集團之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相同，並採用一致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本
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計綜合入賬，並繼續綜合入賬至該控制權終止日為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組成部分乃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者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
非控股權益出現虧絀結餘亦然。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及本集團成
員公司間交易相關之現金流量均於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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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事實及情況反映上述三項控制權因素其中一項或多項有變，則本集團會重估是否仍然控制投
資對象。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於入賬時列作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
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換算差額；及確認(i)所收代價之公
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
面收益表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成分會視乎情況，按倘本集團直接出售相關資產及負債所要求的
相同基準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

2.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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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與編製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無關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性質及影響闡述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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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
賃－優惠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合法租賃形式的交易的內容。
該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之原則，並要求承租人採用單一資產負債表內模
型入賬所有租賃，以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除若干確認豁免情況外）。與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相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出租人會計處理基本上並無變
動。出租人繼續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中相似之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
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租賃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已使用經修訂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根據該方法，該準則已獲追溯應用，初次採納的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期初結餘調整，而二零一八年之比較資料並未重列，並繼續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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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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
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有權取得因使用已識別資產而帶來的
絕大部分經濟利益，並有權指示已識別資產的使用，則控制權已獲轉移。本集團選擇應用
過渡性的可行權宜方法以允許該準則僅適用於初始應用日期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先前識別為租賃之合約。並無根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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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
獲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之定義僅應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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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擁有多項物業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基於評估租賃是否將資產所
有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讓予本集團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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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用單一方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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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逐項租賃基準選擇）及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短期租賃」）
（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之兩項租賃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及減
值（如有））及尚未償還租賃負債之應計利息（為融資成本），而非按直線基準自二零一九
年一月一日開始於租賃期內確認經營租賃項下之租金支出。

過渡之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乃根據餘下租賃付款現值確認，使用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之增量借款利率貼現及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使用權資產乃以租賃負債
金額計量，並按緊接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在財務狀況表確認與租賃有關之任何預付或
應計租賃付款金額調整。

所有該等資產於該日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評估是否存在任何減值。本集團已選擇
將使用權資產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呈列。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採用以下選擇性可行權宜
方法：

• 已對租賃期自初始應用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結束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已對包含延長╱終止租賃選擇權之合約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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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之影響如下：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資產
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使用權資產增加 99,987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減少 (66,30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減少 (1,712)

總資產增加 31,970

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增加 31,970

(b)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剔除範圍僅包括應用權
益法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而不包括實質上構成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投資淨額一部分而並無應用權益法的長期權益。因此，實體在對該等長期權益入賬
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減值規定，而
非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僅當確認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虧損及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投資淨額的減值時，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則適用於該投資淨額，其中包括長期權
益。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處理倘稅項處理涉及影響香港會計
準則第12號的應用的不確定性（通常指「不確定的稅務狀況」）時的所得稅（即期及
遞延）會計處理方法。該詮釋不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範圍外的稅項或徵稅，
且其亦無特別包括與不確定稅項處理相關的利息及處罰相關規定。詮釋具體處理(i)

實體是否單獨考慮不確定稅項處理；(ii)實體對稅務機關的稅項處理檢查所作的假
設；(iii)實體如何釐定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稅基、未動用稅項虧損、未動用稅項
抵免及稅率；及(iv)實體如何考慮事實及情況變動。於採納該詮釋後，本集團已考慮
是否存在集團內公司間銷售之轉讓定價產生之任何不確定的稅務狀況。基於本集
團之稅務合規及轉讓定價研究，本集團釐定，其轉讓定價政策可能將獲稅務機關接
納。因此，該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唯一可報的分類為生產及銷售音視頻產品及相關配件。由於此乃本集團唯
一之可報告分類，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部之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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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11,413 296

融資租賃之利息 – 13

已保理應收貿易賬款之利息 17,928 20,396

租賃負債之利息 2,536 –

31,877 20,705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成本* 7,018,350 6,436,898

提供服務成本* 32,812 24,3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8,593 94,350

使用權資產折舊（二零一八年：預付土地租賃費攤
銷） 22,330 1,423

並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付款 26,306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5 130

研發成本 

－本年度支出 370,351 255,57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淨額－不符合對沖定
義之交易 13,378 38,146

現金流量對沖之無效部份** (439) (497)

經營租賃最低租金付款 – 51,695

核數師酬金 2,580 2,480

分階段收購產生之交易成本 – 214

僱員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117,720 951,435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5,641 25,320

根據獎勵計劃以股份支付的僱員薪酬福利 18,599 30,020

定額供款開支 64,366 60,075

1,216,326 1,06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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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之減值淨額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7,644 732

計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之 

金融資產減值╱（減值撥回）** (5,106) 5,129

2,538 5,861

產品保養撥備：
額外撥備 93,310 39,687

未動用撥備撥回 (64,434) (30,533)

28,876 9,1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3,727 (17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7,601 620

重新計量於廣東瑞捷之預先存在權益為 

收購日期公平值之虧損** – 6,875

撇銷損毀存貨* – 10,066

過時存貨撥備 3,823 4,593

撥回火警意外之補償及其他虧損** – (1,077)

* 該等款項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入賬列為「銷售成本」。

** 該等款項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入賬列為「其他營運支出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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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八年：16.5%）之稅率計提
撥備，除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為利得稅兩級制下之合資格實體，自二零一八╱一九年課稅年
度起生效）外。該附屬公司首2,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零）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計算，
而剩餘應課稅溢利稅率為16.5%。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
權區當時之稅率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香港
年內稅項支出 5,733 13,73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02) –

本年度－其他地區
年內稅項支出 34,625 57,13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836) (11,379)

遞延稅項 (6,435) 1,662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30,885 61,149

本集團之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可享有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7.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35港元（二零一八年：0.30港元） 95,361 80,542

年度建議末期股息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份數目計算。

年度建議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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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普通股股東 
應佔之溢利 268,746 223,13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減 
就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261,906,906 255,768,203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假設年內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 
被視為以無償代價發行 1,558,021 2,611,221

假設年內全部尚未行使獎勵股份被視為以無償代價歸屬 4,761,461 5,332,85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68,226,388 263,712,274

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第三方款項 1,693,449 1,135,926
減值撥備 (20,674) (13,114)

1,672,775 1,122,812
應收TCL實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TCL控股」）及 
其聯屬公司款項（附註） 56,043 –

應收TCL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TCL科技」）及 
其聯屬公司款項（附註） 415,684 84,224

應收貿易賬款 2,144,502 1,207,036
應收票據 9,527 24,195

2,154,029 1,231,231

附註：  該等款項乃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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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予第三方客戶

本集團在中國之銷售大部份以貨到付款方式結算，或以銀行擔保之商業票據作出，信貸期乃介
乎60日至180日不等。至於海外銷售方面，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提供為期15日至120日不等之信
用狀結賬。若干長期策略客戶之銷售按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不超過180日。

銷售予關連人士

銷售予關連人士乃按往來賬戶記賬形式進行。

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乃免息。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808,769 961,586

91日至180日 249,388 128,570

181日至365日 54,890 66,335

365日以上 31,455 50,545

2,144,502 1,207,036

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已就保理與若干指定客戶之應收貿易賬款而與銀行訂立應收款項購買
協議。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保理予銀行之應收貿易賬款總額為407,644,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921,886,000港元），其全數已自綜合財務狀況表撤銷確認，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本
集團已將有關保理應收款項之絕大部份所有權風險及回報轉移予銀行。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第三方款項 1,834,747 1,756,302

應付TCL控股及其聯屬公司款項 151 –

應付TCL科技及其聯屬公司款項 467,031 85,381

應付谷崧工業（常熟）有限公司及其聯屬公司款項 16,180 17,161

應付貿易賬款 2,318,109 1,858,844

應付票據 – 1,712

2,318,109 1,86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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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載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945,464 1,726,307

91日至180日 322,379 45,583

181日至365日 47,158 83,699

365日以上 3,108 3,255

2,318,109 1,858,844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15日至120日。

11. 股本

股份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72,459,165股（二零一八年：268,474,420股） 
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 272,459 268,474

於年內，本公司股本及股份溢價賬之變動概述載列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268,474,420 268,474 457,532 726,006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附註） 3,984,745 3,985 14,967 18,952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2,459,165 272,459 472,499 744,958

附註：

3,984,745份購股權所附帶之認購權分別按認購價每股4.05港元獲行使，就此以總現金代價（除
費用前）約16,138,000港元發行3,984,745股股份。為數2,814,000港元已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由購股
權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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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九年，是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歷程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中美貿易關
稅問題的反反覆覆，全球貿易壁壘的上升，若干中國企業被納入美國實體清單等等，
都讓中國及全球經濟發展充滿重大挑戰。儘管如此，二零一九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990,865億元人民幣，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4.4萬億美元，繼續保持世界第二
位，比上年同比增長6.1%，符合6.0%-6.5%的預期目標，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
左右。

行業發展方面，根據第三方市場分析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發佈的報告顯示，二零一九
年全球智能音箱銷量達到1.469億台，比二零一八年增長70%，創下了歷史新高。其中
亞馬遜和谷歌雖然依舊佔據出貨量的第一，二名，但各自市場份額較去年同期出現
了大幅縮減，而中國品牌則持續了強勁勢頭，如百度、阿里、小米的市場份額依舊穩
步上升。真無線立體聲(True Wireless Stereo，TWS)耳機市場方面，根據市場調研機構
Counterpoint數據顯示，二零一九年全球TWS耳機出貨1.2億部，同比增速為160%，市
場規模約150億美元，其中蘋果airpods佔據了主導位置，其餘品牌也正在不斷崛起。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8,146.6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1.6%，營業額增長主要受益於新型音頻，智能語音音箱，
耳機及部件業務增長；毛利約1,095.5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1.7%；毛利率由去
年同期的11.4%上升2.0%至13.4%，毛利率提升主要受益於生產佈局及效率提升，部分
原材料成本下降等方面；受益於營業額增長，毛利率提升，及有效的費用管控，回顧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增長20.4%至約268.7百萬港元。

本集團回顧期內在各個部門和中心展開降本增效工作，提升部門間協同，實現生產
線和設備效能最大化。生產系統人員得到優化，建立了資產共享管理機制，提高資產
復用性，以及合理對舊設備、技術落後設備進行清理，提高資產使用效率。本集團已
在越南成立子公司，建設自有海外工廠，持續提升海外供應鏈能力，將垂直整合能力
向海外延伸。以及為進一步改善生產效率，本集團亦持續提升生產自動化，數字化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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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大力發展音頻產品，智能產品以及部件業務，其中智能音箱、頭戴
式耳機及聲霸等產品增長迅速。按產品類別分析，本集團的音頻產品、耳機、視頻產
品、IoT相關產品、部件產品和其他業務的營業額分別約為5,823.9百萬港元、1,055.2百
萬港元、211.0百萬港元、128.3百萬港元，786.6百萬港元及141.6百萬港元，按年分別
增長5.1％及49.7％、下跌46.8%及20.4％、增長70.1％及306.7％。本集團按產品劃分之
營業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音頻產品 (1) 5,823,875 5,543,219 5.1%
耳機 1,055,194 704,688 49.7%
視頻產品 (2) 211,030 396,420 -46.8%
IoT產品 (3) 128,310 161,271 -20.4%
部件產品 (4) 786,640 462,534 70.1%
其他業務 141,592 34,819 306.7%

合計 8,146,641 7,302,951 11.6%

(1) 主要包括智能音箱、無線音箱、聲霸、家庭影院和小型音箱等產品

(2) 主要包括DVD播放器、藍光播放器及機頂盒等產品

(3) 主要包括智能插座、智能網關及其他IoT產品

(4) 主要包括對外銷售的布網罩、注塑結構件、喇叭、及無線模塊等部件。本集團子公司廣東瑞捷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瑞捷」）零部件產品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開始併入集團部件產品收入

* 因產品形態調整，部分IoT相關產品二零一八年之銷售額重分類至視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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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得益於全球智能化產品市場的快速增長，領先的產品技術優勢以及前期市
場佈局，本集團智能產品業務依然保持增長，其收入佔總營業額比重提升至16.3%。
同時，與智能產品配套的部件業務也受益於整體市場增長，特別是精密注塑，新形態
結構件，喇叭單元等方面，取得比較好的成績。此外，本集團頭戴式藍牙耳機在出貨
量方面繼續保持快速增長，TWS耳機實現規模性出貨，並加強主動降噪，語音交互功
能等方面的技術開發，以及繼續鞏固藍牙音箱領先地位，提升聲霸等產品份額。

產品研發及創新

本集團一直致力研發創新產品，回顧期內投入的研發費用佔總收入的4.5%，達370.4
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惠州、深圳及西安均設有研發基地，各研發基地針對不同基礎模
塊，產品類別，前瞻技術等按區域進行研發工作，以及借助國內外各生態鏈語音技術
優勢，積極開發和儲備新產品及新技術。本集團持續投入更多研發資源開發以智能語
音音箱為代表的智能產品，並逐步建立起與之配套的部件開發能力。

在智能語音生態平台方面，本集團和全球主流語音平台的互聯網企業保持緊密合作，
基於主流語音平台持續進行最新技術開發以及產品適配。智能語音音箱市場持續保
持增長，並逐步發展並豐富以其為中心的各生態場景，融合語音、視覺、觸摸等多種
人機交互方式，通過AI感知、理解和決策能力，打造5G時代的智慧家庭。在技術和交
互方式演變方面，智能語音音箱已從單一的語音交互向「語音＋視覺」的多模態交互
逐漸轉變。本集團與客戶共同開發的帶屏智能音箱，突破了原有語音交互在功能和內
容方面的展示局限，讓智能產品具備了能聽、能看的感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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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不斷拓展更多形態的智能產品，並憑借多年專業電聲設計經驗以及智能語音
音箱先發優勢，不斷創新產品研發，提升集團整體競爭力，捕捉市場潛在機遇。本集
團也相信未來語音技術將不僅僅局限在智能音箱品類的產品上，其可能將存在於各
類需要語音接入的產品形態中，因此本集團在強化智能語音音箱研發和創新之外，也
積極探索及佈局智能語音跨行業運用的生態附件產品。擁有友好用戶體驗的智能產
品除了優秀的設計及研發外，也需要具備完整的自動化測試能力，本集團也建立了若
干智能產品相關的自動化測試實驗室，以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

回顧期內，本集團不斷強化主動降噪技術能力，並開發多款主動降噪功能的中高端
耳機產品，耳機業務保持高速增長。二零一九年，TWS主控芯片廠商發佈新一代升級
產品，特別是針對Android平台實現雙無線連接功能，以高通、恆玄、絡達等方案為代
表，TWS耳機市場迎來爆發式增長。本集團不斷擴充TWS耳機產品開發團隊，結合主
動降噪及語音交互等技術，以及憑借優秀的電聲能力，本集團TWS耳機產品已實現規
模性出貨。

客戶與市場拓展

本集團始終秉持研發創新、快速客戶響應、嚴格質量把控的理念，在與客戶合作共贏
的過程中，得到了客戶高度認可。本集團與全球眾多知名音視頻品牌合作多年，具備
深厚的客戶基礎，在智能語音市場快速成長階段，能夠利用本集團在該領域的研發優
勢，更好地服務客戶，與客戶一同抓住市場成長機會。

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大力拓展更多互聯網客戶，爭取更廣泛的業務合作機會，助力
互聯網客戶智能語音生態平台的快速發展。在全球語音生態平台的發展和成熟過程
中，越來越多的品牌已經或即將推出以語音為交互方式的智能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智
能語音音箱），本集團也將利用在智能語音技術方面的先發性優勢以及各語音生態平
台的合作基礎，開發了多款智能語音生態的附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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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以惠州仲愷作為研產銷一體化核心基地及模塑中心，41號地塊的二廠區二期
新廠房在二零一九年三月投入使用後，本集團外租廠房及倉庫逐步移回至新工廠，
並預留新產品生產空間，有利於整體生產管理及效率提升，減少對外租賃費用。本集
團惠州普力電聲橦橋工業園亦已投入使用，形成木工、音箱組裝、高端木箱、喇叭以
及注塑為一體的完整產業鏈。二零一九年初，為提升海外供應鏈能力，和積極應對潛
在的美國關稅對本集團出口產品的影響，本集團在越南已購買十餘萬平方米工業用
地，建設自有海外工廠，爭取在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本集團不僅擁有整機研發和生產能力，而且還具備供應鏈垂直整合能力，能夠為客戶
提供喇叭單元及精密結構件等。隨著全球智能產品持續熱銷，本集團零部件業務方面
快速增長，回顧期內，本集團不斷強化喇叭單元和結構件方面能力，特別是精密模塑
相關的新形態結構件。與此同時，TWS耳機產品的爆發式增長，小形態結構件迎來快
速發展，本集團也不斷加強小形態結構件的開發能力。

本集團繼續改善用工制度及建設海外產能，積極應對國內勞動力緊絀及工資成本上升
問題。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提高自動化設備運用比例，以及加強熟練工的穩定性，
穩步提升了人均生產效率。本集團已導入自動測試系統及自動包裝系統，實施精益
化，自動化，數字化，信息化生產，提高運營效率和質量改善。本集團亦致力優化生產
廠房的設備及管理制度，實施智能倉儲物流管理，透過工業智能系統，將供應鏈、生
產和倉儲物流各個環節緊密銜接，同時逐步提升惠州生產基地的實際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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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展望

二零二零年，中美貿易糾紛終於進入逐步改善階段，一月十五日，中美簽署第一階段
經貿協議，持續近兩年的貿易糾紛暫時告一段落。但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令眾多企業延期春節假期後的生產，與此同時，三月十一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
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構成全球大流行，這都將對上半年整個經濟發展帶來挑戰。中國
政府一系列的疫情防控措施，讓疫情發展得到有效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
計中國二零二零年經濟增速為5.6%。

儘管外部經濟環境存在不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鞏固並爭取提升在新型音頻市場行
業地位，重點發展智能音箱，聲霸及耳機類產品業務，爭取更多業務機會及挖掘更多
新客戶。特別是聲霸產品方面，本集團已完成惠州工廠聲霸一體化生產的產能建設，
而且客戶結構方面，已基本覆蓋聲霸全球頭部客戶，對集團未來聲霸業務發展構建堅
實的基礎。對於視頻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調整資源結構，採取小團隊、輕資產運
營。

TWS耳機已成為本集團重點突破的業務單元之一，藍牙5.0的技術普及，以及全球智能
手機逐漸取消耳機孔，讓TWS耳機在過去的一年爆發式增長，市場中的大部分TWS產
品續航、傳輸、價格等用戶基本需求方面已滿足，但音質、降噪模式、語音助手、健康
監測等功能方面仍需進一步提升。第三方市場分析機構Counterpoint，預計二零一九
年全球TWS耳機出貨量為1.2億副，在換機與新購機的雙重拉力下，二零二零年TWS
耳機出貨量將躍升至2.3億副，年增率高達91.6%。本集團在音質、降噪技術、語音交
互等方面均已具備較好的市場競爭優勢，將不斷提升工藝及自動化生產能力，爭取未
來在TWS耳機市場中取得更具競爭力的綜合優勢和更好的行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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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大力發展智能化及部件產品業務，特別是以智能語音音箱及以語音相
關的其他智能產品。本集團將繼續強化在智能語音方面的技術優勢，以智能音箱產品
形態為主力點，與全球各大語音識別平台合作，不斷挖掘更大的市場機會。同時，本
集團將挖掘更多基於智能語音技術的跨行業應用機會，並開發更多主流語音生態附
件產品。本集團將作為全球互聯網企業語音生態系統的核心合作夥伴，與其語音生態
系統的發展共同成長並持續努力，致力為更多用戶帶來新一代人機交互體驗。

本集團積極應對潛在貿易關稅風險並提前佈局，繼越南子公司成立之後，將爭取盡早
完成海外自有工廠的建設，並打造成熟的海外供應鏈垂直整合能力。本集團將繼續提
升喇叭，精密結構件等部品開發能力，並通過將旗下附屬公司的模具及塑料零部件製
造以及電聲單元的整合，發揮協同效應，降低生產成本。本集團將進一步實施精細化
管理，以提高整體營運效率及控制整體成本，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行政效率及內部運
作流程。憑借精細化管理及改善產品測試及裝配的基礎設施後，亦可確保產品質量及
生產成本控制。

總括而言，本集團將通過擴展新業務、開拓新技術及新產品、提升生產力，為品牌企
業和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及服務。隨著智能產品及部件業務日漸成熟，管理層預計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智能產品，聲霸，耳機及部件等業務佔比將持續增長。與此同時，
隨著智能語音產品的不斷發展，未來會有更多企業進入此領域，市場競爭也會變得更
加激烈。本集團也將一如以往繼續物色機會，積極尋求可行的業務拓展機會，務求結
合自有優勢擴充業務類別，提升本集團之長遠價值，積極為股東帶來更豐厚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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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主要投資、收購及出售

回顧期內無重大投資，亦無其他重大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或合資企業收購及出
售事項，惟下列者除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廣東瑞捷與(i)凌高德先生；(ii)胡慶德先
生；及(iii)鄧高鋒先生（統稱為「賣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廣東瑞捷同意向賣
方收購惠州尼日科光電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之49%
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32,590,000元。廣東瑞捷須以(i)支付現金代價人民幣7,000,000
元；及(ii)廣東瑞捷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人民幣2.39元配發及發行10,680,000股代價
股份予賣方之方式支付代價。完成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進行，其後廣東瑞捷持有
目標公司之100%股權，因此，目標公司成為廣東瑞捷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廣東瑞捷仍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七
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之公佈。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維持穩健財務狀況。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計息銀行借款、現
金和短期存款。使用這些金融工具之主要目的，是盡可能以最低融資成本以維持資金
之延續性和靈活性。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739,193,000港元，其中
2%為港元、49%為美元、48%為人民幣及1%為越南盾。

為配合日常流動資金管理及未來擴展，本集團可動用銀行融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款為234,713,000港元，其以人民幣計值及按介乎3.47
厘至4.75厘之浮動利率計息。借款到期日介乎一至五年。為確保有效之股本架構及鑑
於利率合理，本集團擬維持股本及負債組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
何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本集團使用資本負債比率（為債務除以資本總額）監察資本。本集團之政策為將資本
負債比率維持於不超過100%。債務乃按計息銀行借款總額計算。資本總額指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於報告期末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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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資產抵押。

報告期後事項

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自二零二零年初爆發，儘管導致集團在人員復工、物
料供應、原材料成本上漲等方面受到一些影響，但集團都在正常管理中，目前集團已
全面復工，生產經營正常。

然而，疫情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份以來在歐美地區蔓延，而集團的主要市場在歐美，如
果歐美市場受疫情的影響大幅下滑甚至關閉經營場所，對集團的業務將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58,78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8,07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任
何重大或然負債。

未決訴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

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面向國際市場，因此亦需承受外匯交易及貨幣轉換的風險。

本集團的策略是中央處理外幣管理事宜，以監控本公司所承受的總外幣風險、對銷聯
屬公司狀況並與銀行集中進行對沖交易。本集團強調以功能性貨幣進行貿易、投資及
借貸的重要性，達致自然對沖效果。本集團以穩健的財務管理為目標，故並無參與任
何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交易或槓桿式外匯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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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約有9,247名僱員，皆為幹勁十足之優秀人才。本集團僱員對工作充滿熱誠，致
力促進營運質優可靠。本集團已經參照現行法例、市況以及個別僱員及本公司之表
現，定期檢討酬金政策。為使員工與股東的利益一致，已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向
獲選員工授予購股權。於報告期末，可認購合共27,946,154股股份的購股權仍未行使。

本公司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採納並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及二零一七年九
月七日修訂有限制股份獎勵計劃（「獎勵計劃」），據此，受託人可自本集團出資的現
金在市場上購買現有股份或可能認購新股份，且由獎勵計劃受託人以信託方式代有
關經甄選人士持有，直至有關股份根據獎勵計劃的規定歸屬予有關經甄選人士為止。
本集團亦已為其僱員制定培訓計劃，確保僱員獲適當培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根據獎勵計劃規則，獎勵計劃之受託人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從
市場購入合共365,000股現有股份作為獎勵計劃之獎勵股份。本公司就收購該等現有
股份所支付予受託人之總額約為2,174,000港元。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現金每股0.35港元
（二零一八年：0.30港元）。

待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取得批准後，上述末
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
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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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自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
日（星期四）起至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止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於上述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之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不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
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送抵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為釐定本公司股東在通過相關決議案時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自二零
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起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
兩日）止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上述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為符合資格獲派建議末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
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於適當時候於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內刊載及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

企業管治

概無本公司董事得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並無全面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
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載列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F.1.1條除
外。偏離守則條文第F.1.1條之理由基本與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年報所載者相同。

根據守則條文第F.1.1條，公司秘書應為本公司之僱員，並對本公司的日常事務有所認
識。

本公司公司秘書蔡鳳儀女士（「蔡女士」）並非本公司僱員。蔡女士乃本公司法律顧問
張秀儀 唐滙棟 羅凱栢律師行之合夥人。



27

本公司已指派本公司執行董事任學農先生擔當蔡女士的聯絡人。有關本集團表現、
財務狀況及其他主要發展及事務之資料均可通過指派之聯絡人迅速交付予蔡女士。
鑑於張秀儀 唐滙棟 羅凱栢律師行與本集團之間保持長期合作關係，蔡女士十分
熟悉本集團的業務，並對本集團管理具深入知識。按照既有機制，蔡女士將可迅速而
無重大延誤下掌握本集團的發展，此加上彼等之專業知識及經驗，董事會有信心，由
蔡女士擔任公司秘書有利於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會程序、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

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之工作範圍

安永已就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
稿所載數字核對一致。安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進行之核證委聘，因此，安永
並無對本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潘昭國先生、李其先生及梁耀榮先生）組成，由潘昭國先生擔任主席，彼擁有適當
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專門知識。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是協助董事會履行審閱及監
督本公司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之職能，以及履行董事會指派之其他職責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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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按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所載必守準則寬鬆之條款，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廖騫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于廣輝先生、宋永紅先生及任學農先生；非
執行董事廖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昭國先生、李其先生及梁耀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