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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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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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JU T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 333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 4,572,000,000 港元，同比上升約

5.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 693,000,000 港元，同比大幅上升約

56.7%。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 10.2%上升至約 15.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227,000,000
港元，對比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47,000,000 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 25.9
港仙，對比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

損約為 5.1 港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約達 5.0 港元，比對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5.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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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巨騰」）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572,242 4,341,454 
 
銷售成本  (3,879,557) (3,899,449)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692,685 442,00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11,234 38,568 
銷售及分銷開支  (61,692) (66,685) 
行政開支  (308,284) (346,246) 
其他開支  (14,815) (8,801) 
融資成本 4 (56,276) (73,75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362,852 (14,912) 
 
所得稅開支 6 (100,382) (16,298)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溢利／（虧損）  262,470 (31,210)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7,420 (47,355) 
    非控制權益  35,050 16,145   _________ _________ 
 
  262,470 (31,210)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港仙）  25.9  (5.1) 
  ▆▆▆▆▆▆▆▆▆▆▆▆▆▆▆ ▆▆▆▆▆▆▆▆▆▆▆▆▆▆▆   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港仙）  25.6  (5.1)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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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262,470 (31,210) 
  ▆▆▆▆▆▆▆▆▆▆▆▆▆▆▆ ▆▆▆▆▆▆▆▆▆▆▆▆▆▆▆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3,374) (22,437)    _________ _________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 
 收入／（開支）：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2,080) 4,233 
 所得稅影響  422 -    _________ _________ 
   (1,658) 4,233    _________ _________ 
 
 因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而釋放外匯波動儲備  - (962)    _________ _________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淨收入／（開支）  (1,658) 3,271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195,032) (19,166)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67,438 (50,376)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0,021 (59,693) 
    非控制權益  (2,583) 9,317   _________ _________ 
   67,438 (50,376)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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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84,659 7,174,534 
使用權資產  619,482 546,196 
商譽  52,488 52,488 
遞延稅項資產  48,013 61,65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64,051 66,764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投資  24,648 26,841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7,793,341 7,928,477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1,789,751 1,657,535 
應收貿易款項 9 3,603,183 3,146,9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35,562 205,047 
已抵押及限制銀行結餘  54,442 33,82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87,098 1,142,072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6,570,036 6,185,439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0 1,166,241 1,064,69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609,722 1,566,366 
租賃負債  2,183 1,764 
應付稅項  117,579 156,929 
計息銀行借貸  3,331,731 2,869,848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6,227,456 5,659,603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  342,580 525,836   __________ _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135,921 8,454,313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687,173 904,999 
遞延收入  34,687 35,646 
租賃負債  2,214 2,960 
遞延稅項負債  61,783 62,205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額  785,857 1,005,810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7,350,064 7,448,503 
   ▆▆▆▆▆▆▆▆▆▆▆▆▆▆▆ ▆▆▆▆▆▆▆▆▆▆▆▆▆▆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16,634 116,634 
儲備  5,664,108 5,759,964   _________ _________ 
  5,780,742 5,876,598 
非控制權益  1,569,322 1,571,905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  7,350,064 7,448,503 
  ▆▆▆▆▆▆▆▆▆▆▆▆▆▆▆ ▆▆▆▆▆▆▆▆▆▆▆▆▆▆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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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的一切所需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

團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起審閱。本集團首次就本期間之財務

資料採用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除此以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本）  業務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礎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與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相關的 
     租金優惠（提早採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重大的定義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本）    

   
採用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

響。 
 
 
2. 業務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和手持裝置外殼業務。根據管理用途，

本集團以其外殼產品經營單一業務，及只有一個可呈報的業務分部。 
 

以上可呈報的業務分部並無合計其他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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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部資料 （續） 
 
地區資料 

 

來自外界客戶的分部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大陸」） 
（香港除外）  4,495,641 4,261,934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42,862 54,024 
其他  33,739 25,496    _________ _________ 

   4,572,242 4,341,454 
  ▆▆▆▆▆▆▆▆▆▆▆▆▆▆▆ ▆▆▆▆▆▆▆▆▆▆▆▆▆▆▆    _________ _________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產品運送之所在地區作出。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貨物  4,572,242 4,341,454 
  ▆▆▆▆▆▆▆▆▆▆▆▆▆▆▆ ▆▆▆▆▆▆▆▆▆▆▆▆▆▆▆    _________ _________ 

 

 客戶合約收入 
 

 (i) 分拆收入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市場 

 中國（香港除外）  4,495,641 4,261,934 
 中華民國  42,862 54,024 
 其他  33,739 25,496    _________ _________ 

   4,572,242 4,341,454 
  ▆▆▆▆▆▆▆▆▆▆▆▆▆▆▆ ▆▆▆▆▆▆▆▆▆▆▆▆▆▆▆    _________ _________ 
 (ii) 履約責任 
 
  銷售貨物 
  履約責任於交付貨物時獲履行，且款項通常自交貨起計 60 至 120 天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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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續） 
 

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858 6,934 
 津貼收入#  16,736 7,895 
 補償收入  5,835 6,670 
租金收入總額  12,640 13,241 
撤銷長期未付之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245 799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67,556 2,371 
其他  364 658    _________ _________ 

   111,234 38,568 
  ▆▆▆▆▆▆▆▆▆▆▆▆▆▆▆ ▆▆▆▆▆▆▆▆▆▆▆▆▆▆▆    _________ _________ 

 

# 於中國大陸之企業已收取為推動製造業的數項政府津貼。該等津貼並無任何未達成

的條件或其他或然事項。 
 
 

4.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的利息  60,493 78,030 
 租賃負債的利息  91 5    _________ _________ 
 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支出總額  60,584 78,035 
 減:  利息資本化  (4,308) (4,282)    _________ _________ 

    56,276 73,753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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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3,879,557 3,899,4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5,539 530,150 
 使用權資產折舊  7,673 7,117 
 存貨撥備／（撥備回撥）淨額  145,869 (4,334)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8,546 2,082 
 回轉應收貿易款項  (1,094) (1,9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4,101 4,70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 2,048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67,556) (2,371) 
  ▆▆▆▆▆▆▆▆▆▆▆▆▆▆▆ ▆▆▆▆▆▆▆▆▆▆▆▆▆▆▆    _________ _________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根據本集團經營業

務的司法管轄區既有的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有關司法管轄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撥備: 
    即期－中國（香港除外） 

  本期間開支  101,763 21,78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154 9,526 

    即期－海外 
  本期間開支  6,180 1,10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2,250) (14,425) 
  遞延稅項  12,535 (1,696)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期間稅項開支總額  100,382 16,298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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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任何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批准及派付前財政年度的每股普通股

10 港仙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 港仙），合共約

116,634,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16,634,000 港元）。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27,420,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 47,355,000 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77,038,517 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31,450,317 股）計算，惟不包括期內根據僱員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之股份。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期間應佔溢利 227,420,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 47,355,000 港元）計算。用作計算

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877,038,517 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931,450,317 股），惟不包括期內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所持有之股份，與用作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加權平均數相同，以及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被視作

獲行使為普通股時以無償形式發行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10,293,827 股（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43,110 股）。 
 
 

9. 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613,638 3,148,870 
  減值  (10,455) (1,909)     _________ _________ 
    3,603,183 3,146,961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集團所給予信貸期一般介乎60至120天。應收貿易款項不計利息。本集團並無就該

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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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續） 
 
於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損失準備的應收貿易款項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2,572,236 2,317,879 
  4 至 6 個月  921,779 818,294 
  7 至 12 個月  109,168 10,788    _________ _________ 
    3,603,183 3,146,961 

  ▆▆▆▆▆▆▆▆▆▆▆▆▆▆▆ ▆▆▆▆▆▆▆▆▆▆▆▆▆▆▆    _________ _________ 
 
 
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利息，且一般須於 60 至 120 天結算。 
 
 於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973,532 862,024 
  4 至 6 個月  177,799 186,652 
  7 至 12 個月  7,900 9,465 
  超過 1 年  7,010 6,555    _________ _________ 
    1,166,241 1,064,696 

  ▆▆▆▆▆▆▆▆▆▆▆▆▆▆▆ ▆▆▆▆▆▆▆▆▆▆▆▆▆▆▆    _________ _________ 
 
 

11. 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200,000 200,000 
  ▆▆▆▆▆▆▆▆▆▆▆▆▆▆▆ ▆▆▆▆▆▆▆▆▆▆▆▆▆▆▆    _________ _________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166,342,445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116,634 116,634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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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爆發（「疫情」）導致全球經濟步入衰

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2020 年全球增長率預計為負 4.9%，

比二零二零年四月《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低 1.9 個百分點。根據市場研究及諮詢機構高納

德公司（「Gartner」）發佈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受疫情對供需鏈的衝擊，今年首季度全

球個人電腦（「PC」）（包括桌面電腦、筆記本電腦和超級移動電腦）出貨量為 5,160 萬

台，按年下跌 12.3%。而第二季度因疫情期間居家工作和遠程學習而驅動對 PC 的需求，以

及供應商補充庫存，全球 PC出貨量較去年同期增長 2.8%至 6,480萬台。而這次的反彈勢頭

主要是由筆記本型電腦所帶動，由於企業和學生為了適應疫情下的新工作和學習環境，筆記

本型電腦對於他們而言已變得非常重要。作為全球領先的筆記本型電腦機殼製造商，巨騰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巨騰」）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業務受

惠於疫情對個人電腦需求上升的市場影響，於本期間的收入有所上升，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相對去年同期轉虧為盈。 
 
於本期間，為了方便在家工作和網上學習之安排，商用性和教育版本的筆記本電腦的出貨量

均錄得增長。本集團的塑料及金屬機殼於本期間的銷售均取得不俗表現，銷售收入上升約

5.3%至約 4,572,000,000 港元；加上，由於本集團的廠房位處中國大陸，人民幣兌港幣貶值

令本集團的生產成本下降，致使本集團的毛利率於期內達到較高水平。受惠於期內人民幣匯

率下滑，本集團期內的毛利率及淨利率上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也上升至

227,000,000 港元。 
 
展望下半年，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仍聚焦在筆記本型電腦、二合一電腦及平板電腦機殼的生產

上，而巨騰繼續發展單價較塑料機殼為高的金屬機殼相關的技術及市場銷售。Gartner 預 
測，二零二零年將有 10 億台個人電腦升級至 Windows 10，佔目前在用個人電腦總數的 
80%。本集團對下半年的運營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將積極關注行業動向，順應經濟發展形

勢，專注引進新型化材料及技術研發，以維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此次疫情給 PC 市場帶來的將不僅是一個短期的需求增長，甚至可能已改變了工作及學習模

式。而由遙距工作、在線教育等疫情下產生的新趨勢，必須要有具強大生產力的工具配合。

因此，筆記本電腦作為最佳生產力工具代表，預期其需求還將持續數個季度。本集團也會結

合市場預測的動態變化，在風險及不確定性中保持謹慎，並積極調整生產策略，實現財務穩

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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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疫情對 2020 年上半年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預期更為嚴重，

預計復甦將比之前預測的更為緩慢。本集團將憑藉多年來在 PC 機殼市場經驗，以靈活的市

場戰略繼續應對挑戰。並對發展前景保持信心，將於經濟復甦之際積極把握市場機遇，實現

有質量及可持續的穩健發展，為股東創造更理想的回報。 
 
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由於疫情爆發，全球各國均採取不同程度的限制人流措施，導致用作在家工作和

網上學習之商用性和教育版本的筆記本電腦的出貨量增加，本集團收入上升約 5.3%至約

4,572,0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4,341,000,000 港元）。同時，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

利率上升至約 15.1%（二零一九年：約 10.2%），主要歸因於銷售上升，以及本期間人民幣

兌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貶值約 4 . 5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生產成本以人民幣計 
價，而本集團大部分收入以美元計價，所以人民幣兌港元於本期間貶值導致本集團生產成本

下降。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津貼收入約1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8,000,000港元）、利息收入約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7,000,000港元）、租金收

入約13,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13,000,000港元），以及外幣匯兌收益淨額約

6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000,000港元），匯兌收益主要由換算以美元計價的應

收貿易款所產生。於本期間，由於津貼收入及外幣匯兌收益淨額上升，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

收益大幅上升約188.4%至約11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39,000,000港元），佔本集

團收入約2.4%（二零一九年：約0.9%）。 
 
由於人民幣兌港元於本期間貶值，本集團的經營成本（包括行政開支和銷售及分銷開支）下

跌約10.4%，至約370,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413,000,000港元）。本集團的經營成

本佔本集團收入之百分比下降至約8.1%（二零一九年：約9.5%）。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應收貿易款項減值約 9,0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

約 2,000,000 港元），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約 4,000,000 港元（二零一

九年：約 5,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同期，出售一間從事模具生產的附屬公司而錄得

虧損約 2,000,000 港元。於本期間，由於應收貿易款項減值大幅上升，本集團的其他開支大

幅上升約 68.3%至約 15,0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9,000,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入

約 0.3%（二零一九年：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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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融資成本約5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74,000,000港元），與去年

同期相比下跌約23.7%，主要是由於貸款利率下跌所致。於本期間，利息資本化約

4,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4,000,000港元）。 
 
由於期內錄得除稅前溢利相對於去年同期錄得除稅前虧損，故於本期間，本集團所得稅開支

金額大幅上升至約 100,00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16,000,000 港元）。於本期間，由

於若干附屬公司並無就部份稅務虧損認列遞延稅項資產，本集團的有效稅率維持在較高水 
平，約為 27.7%。 
 
於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2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虧損約為

47,0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轉為溢利，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收入、毛利及

其他收入及收益上升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4,019,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3,775,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6.5%。本集團

的銀行借貸按浮動利率計息，包括一年內到期的短期貸款、二年期貸款及五年期銀團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約3,70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3,663,000,000港元）、約33,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3,000,000港元）及約279,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9,000,000港
元），分別以美元、新台幣及人民幣結算。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由二零一九同期約691,000,000港元下跌至

約68,000,000港元，其下跌主要是由於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貿

易款項上升所致。由於購置生產機械以擴大有更高利潤率的產品（包括金屬機殼）之生產，

本集團錄得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50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262,000,000
港元）。於本期間，由於提取新銀行借貸，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約

95,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現金流出淨額約418,0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8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42,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借貸總額約4,019,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3,775,000,000港元）除以總資產約14,363,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4,114,000,000港元）計算之借貸比率輕微上升至約28.0%（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26.7%），其上升主要是由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借貸總額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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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比率 

由於存貨水平增加以應付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之客戶需求，故於本期間，本集團存貨周轉日數

顯著上升至約84天（二零一九年：約70天）。於本期間，為滯銷及陳舊存貨計提相對較大

的撥備約為14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撥備回撥約4,0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存貨上升約8.0%至約1,790,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658,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由於大部份銷售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產生以致應收貿易款項顯著上升，本集團

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大幅上升至約143天（二零一九年：約112天）。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比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47,000,000港元，大幅上升

約14.5%至約3,603,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由於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購料增加以應付銷售增加，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票

據周轉日數上升至約55天（二零一九年：約43天）。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約為2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21,000,000港元）的樓宇用作抵押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結算，而本集團大部分開支以人民幣為主，人民幣升值將對本

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反之人民幣貶值將對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造成正面影響。於本

期間，本集團錄得約68,000,000港元的外幣匯兌收益（二零一九年：約2,000,000港元）。

然而，本集團的管理層將持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幣匯兌風險，並採取保守的措施以減低因外匯

波動而帶來的不利影響。 
 
僱員 

於本期間，本集團約有37,000名僱員（二零一九年：約38,000名僱員）。於本期間，本集團

錄得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343,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1,402,000,000
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與目前市況看齊，並按照個人表現調整。薪酬福利及政策會定期檢討，並

根據評核本集團的表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後，向僱員支付酌情花紅。本集團為香港僱員設立

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且按中國和中華民國的適用法律及法規為其中國和

中華民國僱員提供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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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收購土地、樓宇、機器及辦公室設備的已訂約但未在

財務資料撥備的資本承擔約為762,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93,000,000港元）。資本承擔上升，主要來自因搬遷目的而興建位於蘇州之新廠房的建設

工程施工合同。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後的事件 

疫情的持續發展和傳播持續影響全球的商業和經濟活動。但是，截至本公告日期，疫情對本

集團的整體財務影響無法可靠地估算。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疫情的發展，並評估其對本集

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相信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對其穩健發展及業務所需相當重要，故積極制訂及實施

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企業管治

委員會定期審核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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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認為全體董事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行為守則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準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於本期間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和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juteng）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將適時根據 
上市規則，於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立育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邱輝欽先生、黃國光先生、林豐杰先生及徐容國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蔡文預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